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201 科

2020 年秋学期

老师：威（Wēi)老师
办公室：M433 FMH
电话：503-725-5293
电邮: wadleys@pdx.edu
办公时间: 星期二、四上午十点到十一点
课本: Encounters Book 3 (能在波大书店买)
在前的一些话:
欢迎你来上二年级的中文班(中文 201 科)。这门课只有我一个老师。这个学期我们
要学简体字。你可能以前用的是繁体字。在课本里，繁体、简体都有，不过我希望你能开
始学简体字。我也很愿意帮助你。Encounters Books 3 & 4 一共有 20 个课。 我们每学期
有十个星期。所以要在一个学年之内念完 Books 3 & 4，每课要花一个半星期。理想这个
学期念完七课。这也只是我第三次用这本课本，所以咱们可以一齐学习。学期长，可能得
调整时间。每次学完一课就考试。请注意每天的作业。如果是要你写什么，第二天就交给
老师。如果作业是要你背生词，第二天就要考生词小考。算分数的时候要按照下边的表来
分配：
作业和小考
班上的参预
考试 (6X50)
期末考试
总数

200 分
200 分
300 分
300 分
1000 分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ccommodations ar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students, faculty, and the Disability Resource
Center. Students with accommodations approved through the DRC are responsible for contacting
the faculty member in charge of the course prior to or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the term to discuss
accommodations. Students who believe they are eligible for accommodations but who have not
yet obtained approval through the DRC should contact the DRC immediately.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As an instructor, one of my responsibilities is to help create a saf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my
students and for the campus as a whole. Please be aware that as a faculty member, I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port any instances of sexual harassment, sexual violence and/or other forms of
prohibited discrimination. If you would rather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sexual harassment, sexual
violence or discrimination to a confidential employee who does not have this reporting
responsibility, you can find a list of those individuals on the Enrollment Management and
Student Affairs page on the PSU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itle IX please complete
the required student module Creating a Safe Campus in your D2L.

课程表 (可能要变):
九月 28 日：介绍；看 Books 1 & 2 Episodes
九月 29 日：看 Unit 21 “似是故人来”Vignette 1
九月 30 日：生词小考；Vignette 1 (cont.)
十月 1 日：生词小考；Section 21.5； 功课: 21.7
十月 2 日：生词小考；语法：自我介绍
十月 5 日：生词小考；“似是故人来”Vignette 2；功课：21.9
十月 6 日：生词小考；21.12 故事
十月 7 日：复习
十月 8 日：Unit 21 考试
十月 9 日：Intro to Unit 22
十月 12 日：生词小考；“寻医问药”Vignette 1
十月 13 日：生词小考；22.1-22.5
十月 14 日：生词小考；Vignette 2; 22.8—22.10
十月 15 日：生词小考；22.11, 语法；功课: 22.13
十月 16 日：生词小考；故事；功课：22.17
十月 19 日：22.18 －22.23 Cultural Mini-documentary
十月 20 日：复习
十月 21 日：Unit 22 考试
十月 22 日：看 Unit 23: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Vignette 1
十月 23 日：生词小考；23.1—23.4
十月 26 日：生词小考；看 Vignette 2
十月 27 日：生词小考；23.5-23.12
十月 28 日：生词小考；23.13-23.15
十月 29 日：生词小考；故事；功课：23.17
十月 30 日：生词小考；23.18-23.19
十一月 2 日：语法；复习
十一月 3 日：Unit 23 考试
十一月 4 日：看 Unit 24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Vignette 1
十一月 5 日：生词小考；24.1-24.4; 功课：24.5
十一月 6 日：生词小考；看 Vignette 2; 24.8-24.10
十一月 9 日：放假
十一月 10 日：生词小考；故事
十一月 11 日：生词小考；24.13-24.20 Cultural mini-documentary
十一月 12 日：生词小考; 语法；复习
十一月 13 日：Unit 24 考试

十一月 16 日：Unit 25 “日新月异”Vignette 1
十一月 17 日：生词小考；25.1-25.8; 功课 25.9
十一月 18 日：生词小考；看 Vignette 2, 25.10; 功课：25.10
十一月 19 日：生词小考；25.11-25.15
十一月 20 日：生词小考；25.17-25.20 Cultural mini-documentary
十一月 23 日：语法；复习
十一月 24 日：Unit 25 考试
十一月 25 日：看 Unit 26 “物以稀为贵”Vignette 1
十一月 26 日：放假
十一月 27 日：放假
十一月 30 日：生词小考；26.1-26.9
十二月 1 日：生词小考；看 Vignette 2; 26.10-26.14
十二月 2 日：生词小考；26.15-26.18
十二月 3 日：生词小考；Cultural mini-documentary; 26.20-26.25
十二月 4 日：语法；总复习
期末考:

十二月 8 日：早上 8-9: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