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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二　体验

阅读练习 3　新加坡过年习俗

1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华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

三，所以新加坡非常重视庆祝中国的农历新年。跟中国的农历新

年习俗相比，新加坡华人过年的习俗既保留了传统的风俗，又富

有现代的气息。

2 　　习俗一：大扫除。过年前，新加坡华人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

净净的，在门上贴上财神、春联等，让家里充满过年的氛围。华

人还会到花店购买自己喜爱的植物，比如代表大吉大利的柑橘

树、象征开运聚财的开运竹、寓意吉祥与发财的菊花、象征财源

滚滚的金钱树等。

3 　　习俗二：发红包。在中国自古就有春节给晚辈发压岁钱的习

俗，新加坡的华人也保持着这一传统。每当新年临近，华人就会

到银行换取 2块新币到 20块新币不等的新钞，装入印有喜庆图案

的红包中。在除夕和新年期间，把红包分发给儿孙与其他来拜年

的孩子。

4 　　习俗三：团年饭。除夕的晚餐叫团年饭，是华人新春期间最

重要的一顿饭。这既是家庭成员的大团圆，也是品尝美食的好机

会。华人的团年饭有很多讲究，要吃年糕代表年年高升，吃蚝豉

希望好事连连，吃韭菜寓意久久昌盛，吃鱼象征吉庆有余。

认识论

学习 TOK要思考什么

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对以下问题进行思考：自己

学了什么？自己是怎么获得这个知识点的？怎么确认自己获得的

知识点是正确的？这个知识点有什么延伸、应用价值？这个知识

点和已知的其他知识有什么相通的地方或矛盾的地方？

思考

“不遵守一个地方的习俗就是不尊重它的文化。”你在何种程度上

同意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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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填写下面的表格。

象征的意义 植物

3. 财源滚滚  

4. 开运聚财  

5. 吉利  

6. 吉祥和发财  

7. 根据3，选出两个正确的叙述。把答案写在方框里。 [ 2分 ]

□
□

A. 长辈在农历新年给晚辈压岁钱的习俗是最近几年才开

始的。

B. 快到新年的时候，新加坡人会准备好 2块新币到 20块

新币不等的硬币。

C. 新加坡人会用印有吉祥图案的红包来装压岁钱。

D. 新加坡人不仅会给自己的儿孙压岁钱，也会给其他来

拜年的小孩压岁钱。

根据4、5，找出最接近下面解释的词语。

8. 聚在一起

 

9. 要注意的内容

 

5 　　习俗四：拜年。在农历新年期间，华人保留了走访亲戚、互

道吉祥的习惯。大年初一，儿子、儿媳会带着孩子给爷爷、奶奶

拜年。大年初二，女儿、女婿会一起到娘家道贺。拜年时，大家

一般会送水果和鲜花。

6 　　习俗五：捞鱼生。新加坡的华人有正月初七捞鱼生的习俗。

人们把新鲜的生鱼片和瓜丝、水果丝、各种蔬菜放在一个大盆

中，[-13-]加入蜂蜜。大家围在一起一边用筷子将各种美味高高夹

起，一边用广东话说“捞起（喜）！捞起（喜）！”人们 [-14-]“捞

喜”的谐音表达新的一年事业发达、生活甜蜜的祝福。

7 　　农历新年期间，新加坡到处 [-15-]着喜庆的节日氛围。

阅读理解

根据1，回答下面的问题。

1. 新加坡华人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多少？

 

2. 和中国的农历新年相比，新加坡的农历新年有什么特点？写出两

个特点。 [ 2分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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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

词汇表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习俗 custom 团圆 reunion

重视
attach importance to, 
pay attention to 

走亲戚 visit relatives

大吉大利
good luck and great 
prosperity

女婿
son-in-law, daughter’s 
husband

象征 symbolize 娘家
home of  a married 
woman’s parents

寓意 implied meaning 道贺 congratulate

吉祥 lucky, auspicious 谐音 homophonic

习俗一

习俗二
习俗三

习俗五

习俗四

特点

新加坡过年

10. 象征的意义

 

11. 儿子的妻子

 

12. 女儿的丈夫

 

根据6、7，从下面提供的词汇中，选出合适的词填空。

借着　从而　然后 

洋溢　因此　告诉

13. [-13-]  

14. [-14-]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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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二　体验

阅读练习 4　另类宠物

1 　　当今社会，人们不断追求时尚和新奇，另类宠物已经成为越

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任何人都可以养猫或狗，但不是谁都会养

蛇。养蟒蛇当宠物可以让你显得与众不同！”一位青少年宠物爱

好者说。

2 　　一般来说，另类宠物包括迷你哺乳动物、大型哺乳动物、爬

行动物、昆虫等。其中，松鼠、猴子、蜘蛛和蟒蛇越来越受到宠

物爱好者的欢迎。然而，这些动物是否应该当宠物饲养？饲养它

们是否安全？对这些问题，一些动物专家表示忧虑。他们认为，

饲养野生动物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一方面，这些另类宠物很多都

没有经过严格的卫生检疫，可能把病菌传播给人类；另一方面，

野生动物有攻击的本性，会对主人的安全造成威胁，一旦宠物逃

走，还会影响公共安全。

3 　　现在，有关动物保护部门已经将可能对人类造成危险的动物

和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宣布为非法的宠物。饲养另类宠物的其

他法规也在不断收紧，很多情况下都需要先获得有关部门颁发的

许可证。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财源滚滚
profits pouring in from 
all sides

事业 career

压岁钱
money given to children 
as a Lunar New Year gift

发达 developed, flourishing

新钞 new banknote 洋溢 be permeated with

认识论

认知方式（1）：语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的主要方

式。人们借助语言保存、传递文明的成果。因为语言的存在，人

们可以获得很多的知识。例如：因为别人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

因为我们在书中读到有关地球形状的内容，我们才知道地球是圆

的这个知识点。如果没有语言，没有文字记录，很多知识都会随

着前人的逝去而消失。我们现在的知识很多都是前人通过语言流

传下来的。你有没有想过，通过语言流传下来的东西是不是都是

切实可靠的呢？

思考

“人对一种传统文化的认知取决于他的母语是什么。”你在多大程

度上同意这一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