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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讲题库基本信息：

学段：小学

科目：数学

年级：一年级

教材版本：人教版

试讲题库专业信息：

试讲题目：认识 9 和 10

教材正文（教材图片或教材文字）：

2.内容：

3.基本要求：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引导学生联系已有生活经验，通过观察、操作认识 9 和 10，理解“10 个一

等于 1个十”，恰当板书；

3、引导学生通过认识 10.初步感知“数位”、“计数单位”的含义；

4、引导学生体会对应的数学思想方法，以及抽象、概括等思维形式。



教资QQ群：345022267

3

教案设计及要求解析

一、故事导入

师：老师给大家讲一个利用数字小朋友按大小排队的故事。现在数字小朋友已经按大小排好

队了，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1和 0用什么办法使 9没话可说？

师：看来大家都摇头了，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内容——认识 9和 10

二、课堂新授

师：首先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主题图，从图中你可以找到哪些物体？分别可以用数字几表示？

生：略。

师：同学们都非常聪明；回答的非常正确，是“9”颗树，那生活中还有哪些物体可以用“9”

来表示呢？

生 1：略。

生 2：略。

师：这两位同学回答正确，大家给以掌声鼓励，如果老师再加一颗树一共有几颗树了呢？

生：略。

师：回答的非常好，是“10”颗，那同样生活中还有哪些物体可以用“10”来表示呢？

生 1：略。

生 2：略。

师：回答正确，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玩一局游戏好不好？现在呢同学们利用你自己身边的学

具小棒摆出“10”根小棒，结束后请同桌进行相互检查，看谁摆的“10”根小棒最好看？大

家开始吧！

师：老师考到了同学们都做的非常好，都很积极，你们非常棒！这个游戏咱们就结束了，进

入下一个游戏。

师：请同学们看老师在计数器上拨出几颗珠子？请同学们来一起数一数。

全体：略。

师：非常好，大家回答正确，再增加一颗珠子是几颗？现在请同学们四人为一小组进行小组

讨论分析。

生：略。

师：对是“10”，非常棒，现在请同学们自己动手拨计数器，来体会“10”

师：现在咱们做下一个游戏，老师这里有点子图，请同学们来数点子，并进行比较 9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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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关系，同时把数对应写在点子图的下面，现在请同学开始做，看谁做的又快又好，大

家完成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结果。

生：略。

师：通过上面的数点子图，那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同学们举手回答，那“9”和“10”哪

一个数大呢？

生：略。

师：：同学们回答的很好，前面已经学习了 9的分成与组成，那么 10的分成与组成是怎样

的呢？现在请同学们把 10根小棒分成两堆，以小组为单位，摆一摆手中的小棒，边摆边记

录。现在开始进行分工合作，有的摆小棒，有的检查，有的数一数，有的记录。

师：大家做的很好，很勤奋的做自己的事情。现在我们再来玩一个游戏。游戏内容就是

采取贴图片和摆小棒形式，找朋友两个数合起来要是 10 ，我们请两位小朋友来黑板前给大

家展示。

生 1：略。

生 2：略。

师：同学们，这两位同学做的好不好，对我听到同学们说了“非常好”现在同学们明白 9

颗珠子添上一颗就是 10颗珠子，知道 9添上 1就是 10，9后面的数就是 10，10去掉 1就是

9，10的前面是 9。

师：同学们请看课本中的直尺图，请一位同学来观察两位数 10与一位数之间的顺序关系？

生：略。

师：这位同学说的非常好，看来同学认识了 9和 10了以及 10以内数的大小

三、巩固练习

师：老师出示数字卡片请同学们连一连，连好后并说一说谁和谁组成 10。

生 1：略。

生 2：略。

师：这两位同学做的都很好且速度又快

四、课堂小结

师：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让生说一说有什么收获。

生：略。

师：同学们回答的非常好，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五、布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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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请同学们完成练习十三的 3题，独立完成。

（2）

试讲题库基本信息：

学段：小学

科目：数学

年级：二年级

教材版本：苏教版

试讲题库专业信息：

试讲题目：有趣的七巧板

教材正文（教材图片或教材文字）：

试讲要求：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对已学的图形进行巩固。

3、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对学生的不同拼法及时予以鼓励、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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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设计及要求解析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师：小朋友们喜欢玩拼图游戏吗？

生：略。

师：老师也很喜欢。今天老师拼了一些漂亮的图形，想不想欣赏一下呢？

(课件演示，学生欣赏）

师：这些拼图漂亮吧！其实它们都是由这七块图形拼成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课件演示将七块图形旋转、移动拼成一副七巧板）

生：略。

师：对！这是一副七巧板，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有趣的七巧板》。（板书）

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七巧板的故事。（课件）

师：（边看边说）我叫七巧板，别小看我，我大约已经有 1000岁了，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

朝，有个叫黄伯思的人把我发明出来了，最早我叫“燕几图”，后来又有人叫我“七星”、“易

方”、“智慧板”、“益智图”，19世纪流传到西方，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并迅速传播开来，

被称为“东方模板”。我虽然仅有七块图形组成，但是它们可以拼出多种多样的图形。因为我

是由一个正方形分割的七块几何图形组成的，现在的人就叫我“七巧板”。因为我的各种拼图

能开发儿童的智力，所以我被许多国家选为儿童智力开发的必选玩具。我已成为中华民族智

慧的一个代表啦！

二、初步感知，建立表象

师：小朋友们每人都有一副七巧板，请大家拿出来。

师：大家分一分，一副七巧板中，有几种不同的图形呢？

生：略。

师：三种。还有没有了？

生：略。

师：同学们说没有了。那大家来数一数，每一种图形有几个呢？同桌两个互相指一指，说一

说。

生：略。

师：这个小朋友说，三角形有 5个，正方形有 1个，平行四边形有 1个。很棒！哪些三角形

的大小完全一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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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指出图形）

师：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生：略。

师：她把这两个三角形叠在一起，变成一个三角形了！真聪明！老师奖励你一颗星。这两个

三角形的大小是完全一样的。（边说边演示）

三、自主探究，深化认识

师：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也用七巧板拼出不同的图形呀？

生：略。

师：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想！好！今天我们就来比一比，看谁拼得快，拼得好？拿出自己的

七巧板，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比赛开始啦！

师：我们先来简单一点的图形，请用七巧板中的两个图形拼成一个正方形。

生：（拼图）

师：有的小朋友已经举手啦，哪位小朋友说一说你用的哪两块图形拼成的正方形呢？

生：略。

师：她用两块最大的三角形拼成了一个正方形。其他小朋友呢？有没有不同的想法？

生：（交流后说出）

师：刚才我们用大小完全一样的两个三角形拼成了一个正方形，你会用这两块三角形拼成其

他图形吗？

生：（小组合作，自主探究）

师：谁来说说你们小组拼成了哪几种图形？拼的越多，奖励的小星越多哦！

组 1：略。

师：他们小组拼成了一个大三角形。还有呢？

组 2：略。

师：第二小组用两个三角形拼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我们每个小朋友表现得都很出色。用这

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通过不同的摆放，可以拼成我们认识的正方形、三角形和平行四边

形这三种不同的图形。

师：那我们接着再来难一点的图形？

师：好！看来小朋友们都对拼图的热情很高呀！如果我们拿出七巧板中的三块，可以拼成哪

些已经认识的图形呢？请大家来试一试，比比哪个小组的小朋友拼的图形种类最多！开始！

生：（动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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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小朋友已经跃跃欲试了！好，第一组和第四组也拼好了。我们请最快

的第二组的小朋友们，说说用哪几块拼成了什么图形？

生 1：略。

师：他用 2个小三角形和 1个大三角形拼成了正方形。 穿红衣服的小姑娘，你来说。

生 2：略。

师：她用 1个正方形和 2个小三角形拼成了长方形。同桌来说。

生 3：略。

师：同桌说拼的是平行四边形，用了 2个小三角形和 1个正方形。后排的同学继续说。

生 4：略。

师：他拼的是三角形，用了 2个小三角形和 1个平行四边形。

师：你们拼了这么多图形，其他小组呢？还有没有拼出不同的图形呢？来，第四组的举手最

高的小朋友，你代表你们小组来说？

生：略。

师：第三小组还用 1个小三角形、1个大三角形和 1个正方形拼成了五边形。

师：说的好不好呀？小组长统计自己的组员共拼出了几种不同的图形，给拼的图形种类最多

的小组加星鼓励！

师：小朋友们真棒！用七巧板中的三块拼出了这么多图形：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平行

四边形、五边形！

四、全课总结，回顾交流

师：今天，在我们有趣的数学课堂中，大家开心吗？你都学会了什么呀？

生 1：略。

师：开心！学会了用七巧板拼出很多图形。

生 2：略。

师：还能拼出不同的图形！老师给大家竖个大拇指！给自己鼓掌！你们最喜欢哪个小朋友在

课堂中的表现呢？

生：略。

五、布置作业，拓展延伸

师：课后小朋友们可以一起继续玩七巧板，用七巧板拼出自己喜欢或想象的图形，下节课全

班小朋友们一起开个作品展览会，好不好？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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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讲题库基本信息：

学段：小学

科目：数学

年级：一年级上册

教材版本：人教版

试讲题库专业信息：

试讲题目：位置

教材正文（教材图片或教材文字）：

试讲要求：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教学中应注意培养学生的观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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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设计及要求解析

师：上课！小朋友们好！请坐！

一、游戏导入

师：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做游戏吗，你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能跟老师分享一下吗？

生：略。

师：老师听到有木头人，老鹰捉小鸡，丢沙包等等，看小朋友兴致这么高昂，今天，我们也

一起来玩一个游戏，一个“听口令做动作”的游戏，好不好呀。比一比，看看那个小朋友最

机灵，做的动作最准确，我们大家评他“小机灵奖”。大家听明白了吗？

生：略。

师：OK，老师现在要开始啦，老师喊口令，小朋友们做动作。

小脚向上跳一跳，小脚向下蹲一蹲，小脚向前走一走，小脚向后退一步。

生：（相应完成动作）

师：好了，游戏结束了。我们评出了“小机灵奖”是 XX。我们一起为他鼓鼓掌，大家再接

再厉，每个小朋友都会有奖励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刚刚口令中的上下、前后表示什

么？（板书课题）

二、新课讲授

师：有的小朋友在摇头，没关系，今天我就一起来学习，首先看一下老师手中的图画，这是

我国某城市著名的跨江大桥，大家看，多么宏伟壮观呀，小朋友们，你们能把自己从图画上

看到的情境给老师和其它的小朋友说一说吗？【学生争先恐后地说】

师：大家说的好热烈，老师现在请一个小朋友给大家分享一下。

生：略。

师：喔，有桥，有小汽车，还有火车。真不错，请坐。后边举手的小朋友，你的小手一直举

的高高的，有什么问题吗？

生：略。

师：这个小朋友说为什么小汽车一会在前，一会儿在后，你提出的问题值得大家思考，小朋

友们，现在给大家可以小组相互讨论一下，然后汇报给老师。

生：略。

师：老师听小朋友说，前后是跟它旁边的汽车比较的。小朋友刚刚表现的都很棒，都正确、

流畅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要说一个人或者一个物体在上面还是下面，前面还是后

面，就要看它和谁相比较；和不同的人或物体相比较，它的上、下、前、后位置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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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物体的空间位置是相对的，关键要看它和谁相比较。

三、巩固练习

师：刚才小朋友表现的非常好，老师想考一考大家，你们愿意接受挑战吗？

生：略。

师：第三排右边靠窗的小朋友，你来说一说，课桌的上面有什么？

生：略。

师：他说有书、文具盒，回答的声音非常洪亮，老师也奖励你一朵五角星，下次继续努力呀。

请坐。接下来同桌之间呢，相互给对方讲一下，课桌的下面有什么呢？

【学生活动】

师：老师看大家都说完了，现在我们来摆一摆，把自己的数学书放在语文书的下面，把铅笔

盒放在语文书的上面。看谁摆的又快又正确。

【学生活动】

师：现在老师请 3为小朋友上台（面朝北）。谁在前面，谁在后面。中间的那位同学和谁比

在前，和谁比在后。

生：略。

师：他说 A 在前面，C 在后面。中间的 B 同学在 A 同学的后面，B 同学又在 C 同学前面。对

不对呀，非常对。请坐。

师：请台上的小朋友都向后转，大家再来说一说，谁排在最前面，谁排在最后面。小朋友在

小组内展开讨论吧

生：略。

师：你说，这次 C 在前面，B在 C后面，A 在 B 后面。非常棒，看来大家已经掌握了。

师：我们要说一个人或者物体在前面还是在后面，也要看它和谁相比较，和不同的物体和人

比，前后位置也不同了。方向不同，所指的位置关系也不同。

师：小朋友们，我们已经学习了人或物体位置的描述，接下来，相互说一说，自己的前面有

哪些同学，后面有哪些同学。【同学之间相互交流】

师：小朋友们，除了我们面前的物体和小朋友，你还能说一说生活中其它物体或人的上、下、

前、后的物体是什么吗？

四、课堂小结

师：有没有哪个小朋友说一说这节课你学习到了什么？最后排高个子男生，你来说。

生：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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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他说他学会描述一个人或者物体的位置，看来今天小朋友们都收获满满。

五、布置作业

师：回家后，小朋友们观察一下自己家里的客厅，把你家客厅里物体的位置讲给爸爸妈妈听，

也让爸爸妈妈看到我们的成长与进步。第二天回来，跟其它的小朋友分享一下，介绍一下自

己家里的客厅。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小朋友，再见！

（4）

试讲题库基本信息：

学段：小学

科目：数学

年级：一年级（上册）

教材版本：苏教版

试讲题库专业信息：

试讲题目：统计

教材正文（教材图片或教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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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讲要求：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对事物进行正确分类的能力；

3、通过学具操作，引导学生体验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

4、对学生不同的分类及时予以鼓励和表扬，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

教案设计及要求解析

一、问题导入：

师：同学们，大家都喜欢过生日吗？

生：略。

师：老师听到大家都说喜欢过生日，同学们能告诉老师你们为什么喜欢过生日吗？

生：略。

师：大家都说过生日会有生日蛋糕，还有生日礼物。看来大家都很喜欢吃蛋糕和收礼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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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森林王国里热闹非凡，大家知道他们能猜出他们在干什么吗？【出示情境图】

生：略。

师：我听到有小朋友说他们在为大象爷爷举行生日派对，所以小动物们都来给它送礼物了。

想法很好！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大象家都来了哪些客人吗？

生：略。

师：没错，是小狗、小猴、小猪。同学们知道他们分别有几只吗？图中的小动物看起来有点

乱，不能直接看出来，那么有没有好的方法来知道呢？【板书“统计”】

二、新课讲授：

师：我看到很多同学都把手举的高高的，哦，有的同学已经说出来了，小狗有 3 只，小猪有

5只。同学们都很积极，那我们就按照它们的种类进行分一分，看到一个小动物就拿出它的

头像在桌上摆一摆，好吗？现在开始动手做一做吧！【走下讲台巡视】

师：好，刚刚老师下去观察了一下，发现同学们的做法不太一样，有的同学是有一拿一，直

接混在一起既没有分也没有排，而有少数同学在分类摆的同时就已经排好了；那种方法能够

较快的得出每种小动物的个数呢？

师：现在请两位同学到黑板上来进行摆一摆，第一排这位穿红衣服的女生，你采用第一种方

法；中间的那位男生，你采用第二种方法。同学们要注意观察，看谁更快些。

【生动手操作】

师：这位男生已经得出答案了，速度非常快，两位同学请回到座位上坐好。同学们看是不是

我们先分一分，再排一排能够更快的得出，每种小动物的只数呀？现在请同学们在教科书上

分别填上小动物的只数，将统计图补充完整。

师：从图中你能发现什么呢？

师：中间靠窗的这位女同学，你来说一下。

生：略。

师：没错，观察的很仔细，请坐！

师：她说“我发现小狗比小猪多 1 只，小猪小猴比小狗多一只”，同学们说对不对呀？很好。

师：请最后一排靠左边的那位男同学回答一下。

生：略。

师：好，请坐，这位男生说“把小动物进行分一分，排一排，数一数能够较快的得出每种小

动物的只数”，总结的很到位，大家为他鼓掌。

师：像这样把几种动物先分一分、排一排，再数一数，最后得出结果的过程，我们称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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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分一分、排一排、数一数】

三、巩固练习

师：客人们给大象爷爷送来了鲜花作为生日礼物（出示鲜花图片），那么大家可以像上面那

样对这些鲜花进行分一分，排一排，数一数它们的朵数吗？现在请大家拿出学具袋中的几种

鲜花图片，四人一组进行讨论，将鲜花进行统计。【学生进行分组活动】

师：有那个小组愿意给大家呈现一下自己的结果呢？

师：好，第一小组的代表来说一下。

生：略。

师：他说：“我们按照颜色进行分类，有 3 朵黄花，2 朵红花，4 朵绿花，5 朵粉花。”想

法不错，请坐！还有小组愿意说说你们的结果吗？

师：第四小组的代表你说。

生：略。

师：这位同学说他们小组得出的结果跟第一小组是一样的，同时他们还发现粉色的花最多，

绿色的话比黄色的花多一朵，这个小组思考的很全面，请坐！

师：大家都同意他们小组的说法吗？

生：略。

师：噢，都同意呀。看来，大家都掌握了这种统计方法了。

四、课堂小结

师：通过今天的学习，同学们学到了什么？

生：略。

师：大家学到的东西真不少，知道了怎样进行分类统计，并能对统计结果进行分类和总结。

五、作业布置

师：下课回家后请同学们当当爸爸妈妈的小老师，教会他们使用这种统计的方法吧。这节课

就上到这里，下课。

（5）

试讲题库基本信息：

学段：小学

科目：数学

年级：六年级上册

教材版本：人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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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讲题库专业信息：

试讲题目：扇形统计图

教材正文（教材图片或教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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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讲要求：1、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2、讲解要目的明确、条理清楚、重点突出；

3、根据讲解的需要适当板书和作图；

教案设计及要求解析

一、创设情境，复习导入

师：出示情境图，师生谈话，现场调查：平时你喜欢什么运动项目？我们利用以前学过的知

识能不能很好地表示出这些情况？

生：略。

师：哦，大家说有打篮球、踢足球等，我们还学过统计表可以表示。

师：还可以用什么统计图来表示？能用折线统计图表示吗？第一排男生请你来说。

生：略。

师：他说有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这里为什么不能用折线图呢？

生：略。

师：他说折线只能表示趋势，很好。老师还可用另一种统计图（现场通过电脑把刚才的条形

统计图改成分裂扇形统计图，没有图例、名称、百分比）。

师：见过这是什么图形吗？

生：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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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是扇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扇形统计图（板书课题）。

二、探索交流，解决问题

师：先仔细观察统计表，然后分小组讨论，并完成相应任务。

1、小组讨论完成任务

观察六(1)班同学喜欢项目的统计表，

喜欢的项目 乒乓球 足球 跳绳 踢毽 其他

人数 12 8 5 6 9

问题：①你能得到什么信息？

②你能算出喜欢每种运动的人数占全班人数的百分之几多少吗？

学生独立计算出百分比，完成下面的统计表：

项目 乒乓球 足球 跳绳 踢毽 其他

人数 12 8 5 6 9

百分比

③这个统计表中的数据可以用什么统计图来表示？

根据学生回答，课件出示表示人数、百分比的条形统计图，讨论后留下表示百分比条形统计

图。

2、引导学生思考：

师生讨论：这些百分数加起来是多少？能否有一种统计图能直观地表示各部份占总体百分比

的关系呢？这样的统计图用什么图来表示比较恰当？

师：大家都讨论结束了，那么，这个扇形代表什么，圆又代表什么了？请第一小组代表来回

答一下。

生：略。

师：他们小组的意见是：大的那块代表篮球人数，因喜欢篮球的人数多，扇形也就大，它占

的份额就大，人数一样多，扇形的大小也一样大。圆代表全班人数。

师：他们组回答的非常好，那我们现在知道每个扇形代表谁，但里面一个数据也没有，是不

是也像条形统计图一样，把具体的数据填写到里面去。大家都异口同声回答是。那咱们来完

善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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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扇形统计图。

4、观察扇形统计图并思考：

师：我们一个完整的扇形统计图就基本制作完毕。观察扇形统计图，你可得到哪些信息。第

三小组代表谁来回答一下。

生：略。

师：哦，你说看不到具体的数据，只看到了一些百分比

生：略。

师：嗯，没错。他还看出了玩乒乓球的人数最多，它占总人数的 30%，很好，继续

生：略。

5、归纳扇形统计图的特点和作用。

师：我们通过观察图，虽然看不出数量多少，但也可得到许许多多信息。所以扇形统计图也

有他的优势。通过刚才复习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及刚学的扇形统计图，谁能来说说它

们各自的优势。

师：第二排男生，请你来回答，看你跃跃欲试。

生一：略。

师：说的很对，他说条形统计图可以清楚地看出最喜欢的各种运动项目的人数。

师：谁继续补充？好的，你的同桌，请你来回答。

生二：略。

师：完全正确，他她说折线统计图可以清楚地看出数量的变化趋势。

师：最后谁来总结一下今天扇形统计图？请你来回答。

生三：略。

师：嗯，很好。她说扇形统计图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各部分数量同总数之间的关系。看来大家

都掌握的非常好，接下来同桌互相说一说这三种统计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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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好，大家都完成了，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在扇形图中这些数字代表的含义呢？谁能

来尝试一下。课代表吧，请你来回答

生：略

师：哦，她说这个圆表示全班同学的人数，把代替全班人数的圆平均分成 100个小扇形，那

么其中这样的 30个小扇形就表示（喜欢足球的人数占全班人数的百分比），也就是（30% ）

师：她说的对不对？

生：略。

师：非常好，请坐，我们可以总结为：从扇形统计图中，不管哪一项运动项目，我们都能清

楚地看出它占全班人数的百分之几。所以也可以说扇形统计图的优点就在于能清楚地看出各

部分数量占总数的百分之几。大家同意吗？

生：略。

师：好，这就是咱们今天这堂课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应用一下。

三、巩固应用，内化提高

师：刚才我们从扇形统计图中发现了好多的特点，也能根据它的特点提出并解决了一些问题。

正因为扇形统计图有这么多的特点，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能见到扇形统计图的身

影，我们一起来看看（课件出示一些生活中的扇形统计图）

师：这幅统计图谁来说说它是关于什么内容的统计图，你从中了解了什么信息？请你来回答

这个问题。

生：略。

师：没错，这是电脑硬盘中的“已用空间”和“可用空间”的所占百分比的统计图，他从中

了解到了“可用空间”占硬盘总空间的 40%，“已用空间”占硬盘总空间的 60%。

师：他表述得真清楚！我们再来看这幅统计图反应出了中国人口占世界以及中国国土面积占

世界的百分比情况。你想说点什么呢？

生：略。

四、整理归纳

师：好，这就是咱们今天这堂课的主要内容。接下来一块总结一下。

【师生共同总结】

五、作业提升

师：学完这节课，你对自己的学习满意吗？请作个自我评价。分为三个等级：非常满意、基

本满意、不满意。课后先在小组中汇总，然后再在全班汇报并请科代表制成一张统计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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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学运用本节课所学知识，制成相应的扇形统计图。完成本节课练习题并且有能力的同学

预习下一节课的内容。

更多面试真题就在宁夏教师考试中心公众号，回

复关键字：所需科目（例如：小学数学）

宁夏教师考试中心交流群：345022267

官方微信号：ningxijsht（等你来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