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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区域 省份 营销经理 联系方式

东北大区
营销部

华东大区
营销部

华东大区
营销部

华中大区
营销部

西北大区
营销部

张瑾玮

马 晖

王化锋

丁姗姗

苏 云

张 慧

蔡承浩

李海峰

许军涛

荣 杰

马 骏

徐 君

金 彦

徐 杭

黄新炎

孙 朝

杜 杰

13601718858

15618826872

18817553307

18911316678

18602112981

13901788221

15221751380

18616816267

18621802967

18621117533

13701992097

18616565451

13601940603

13916071608

18621691719

18801610884

18621068617

18516638013

18621614092

黑龙江 

吉 林

辽 宁

北 京

天 津

内蒙古

宁 夏

陕 西

新 疆

甘 肃

青 海

河 南

山 东

河 北

山 西

湖 北

上 海

安 徽

江 苏

浙 江

福 建

营销区域 省份 营销经理 联系方式

马 晖

王佛珥

王 政

徐 惠

15618826872

18801774572

西南大区
营销部

数字服务与
网络营销部

职业教育
营销部

基础教育
营销部

多语营销部

朱义志

伊静波

李 婧

钱 飞

蒋浚浚

金聪颖

顾旭东

叶世浩

黄新炎

孙 建

张文进

林 姝

魏加新

张弘帆

龙歆韵

马翎扬

朱子璇

18616790097

13701712890

18616612983

18616022896

13564070577

13641935971

13601880503

18616807800

18621068617

18817841980

13917427620

13817261907

17721130173

15601823793

15802193413

18016326510

18021009201

广 东

海 南

湖 南

重 庆

四 川

云 南

广 西

贵 州

京 东

当 当

电子书、馆配

苏、京

粤、豫

川、渝

浙  江

江  西

河北、山西

京、津、湘、浙

鲁、苏、陕、辽

粤、鄂、豫、川、渝

伊静波

孙浩然

晋来超 15601833839

13701712890

18221626287

江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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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规划教材 “十二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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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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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简称“外教社”）成立于1979年，是由国家教

育部主管、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大学出版社，先后荣获“先进高校出版

社”“全国教材管理工作先进集体”“上海市模范集体”“教育先锋号”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

单位”和“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等光荣称号，多次在上海市出版社图书

外教社简介

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出版社会效益评估和出书质量评比中名列第一，是一家国际知名、国内享有盛誉的外语出版和服务基地。

外教社已累计出版40多个语种的外语教材、教参、学术著作、工具书、读物、对外汉语和中国文化图

书、社会外语用书、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物等10000余种，总印数逾10亿册，重版率70%以上，近千种荣获

“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全国高等学校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国家辞书奖”“中国图书奖”

“中国出版政府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图书奖”等多项国家级

和省部级奖项。外教社在产品的质量优势、规模优势、特色优势和品牌优势等诸方面确立了作为一家全国

性、专业性外语出版社的领先地位。

近年来，新世纪大学英语（第二版）、全新版大学英语（第二版）、大学英语（第三版）、新编英语教

程（第三版），新世纪商务英语和各语种（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等）专业本科生教材

入选“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入选数位列全国外语类出版机构和大学出版社之首；高职国际英语、新世

纪高职英语、新标准高职公共英语等多套教材入选“十三五”国家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德国教育史》《法

国文学批评史》《美国文学专史系列研究》《波兰文学史》等多个项目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和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译学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推荐项目。2018年，外教社入选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与高校合作，推动融合出版。“爱听外语”有声移动学习系统和“WE

外语智慧教育平台”分别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度和2020年度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

多年来，外教社通过举办暑期教师研修班、全国高校外语教育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全国外语专

业院长/系主任高级论坛、全国大学英语院长/系主任高级论坛、全国高职英语教学高级论坛和“外教社杯”

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全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微视频大赛、悦读比赛等教学科研和赛事活动，努力

为我国广大外语教师和学生搭建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外教社根据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向全国千余所高校免费

提供电子教材并开放旗下在线教育平台，提供配套数字资源；面向师生开展百余场在线公益讲座，全方位提

供教学科研服务，展现了大社担当。作为中国外语教育出版的中坚力量，外教社始终致力于公益事业，积极

践行社会责任，支援云南、甘肃、贵州、四川等地区脱贫工作，捐赠善款和图书资料200余万元。

外教社人将不忘初心，继续发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守正创新的开拓精神，为

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多语种事业部是外教社专门从事英语以外各语种图书选题的研发与推广的部门。自建社以来，外

教社出版多语种专业出版物1100余种，涉及日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韩国

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等多个语种，涵盖教材、教辅、考辅、读物、学术著作和工具书等。其中，

“新世纪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是国内首套成系列的本科生教材，被评为“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理念之新，规模之大，配套之全在国内首屈一指，已成为全国高校外语专业的首选教材。

事业部自成立以来屡获殊荣，尤其是《汉俄大词典》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三届中华优

秀出版物提名奖和第十一届上海市图书奖一等奖；《简明汉法词典》荣获上海图书奖一等奖，《法国

文学史（上、下册）》荣获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教材、学术专著二等奖和上海图书奖一等奖；

《西译宋代诗词三百首》《诗歌的纽带——中俄诗选》荣获上海市“银鸽奖”；《日语听解教程》

《德语综合教程》《俄罗斯文学史（上、下册）》《西班牙语听力教程》《日本近代文学史》《新编

阿拉伯语教程》《法汉翻译教程》等被评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歌德全集》翻译”项

目被立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另外，《交际德语教程》《新编日语》《新公共法语》等

品种也广受读者欢迎，多年来持续畅销。

多语种事业部将不断推出符合时代需求的精品图书，为外语教学、科研提供更多资源和支持，为

新时代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多语种事业部简介

目   录

爱听外语 小程序 点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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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德语写作

德语口笔译

德语语法

跨文化交际

语言学课程

文化课程

专门用途课程

课程名称

德语语音

德语口语

基础德语

高级德语

德语阅读

德语视听说/听力

可供选择书目

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可供选择书目

培养方向课程

课程名称 可供选择书目

德语国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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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答案

《德语综合教程》共分4册，适合高校德语专业基础德语综合课使用。每册均设10个单元（第一

册另有语音部分4个单元和1个语音总复习），由引子、课文及其理解、常用句型、词汇练习、语法

讲解、综合练习、翻译练习和单词表等部分组成。

各分册配套有练习册，将课堂学习和课外训练有机结合，帮助学生打好扎实的德语基本功。各

类练习题型丰富，有口头表达、词汇、语法、完形填空、阅读练习等。部分练习完全参照德语专业

四级考试（PGG）的题型，针对性强；既适合德语专业学生的课外训练，也适合广大德语自学者使

用。另附练习答案和自测题，方便学生灵活进行自学自测。

德语综合教程 Deutsch für das Germanistikstudium

德语综合教程 1

德语综合教程 练习册 1 

德语综合教程 2

德语综合教程 练习册 2 

德语综合教程 3 

德语综合教程  练习册 3

德语综合教程 4

978-7-5446-5507-1

978-7-5446-1489-4

978-7-5446-5509-5

978-7-5446-1666-9

978-7-5446-0900-5

978-7-5446-2848-8

978-7-5446-1258-6

陈壮鹰 等

陈壮鹰 等

黄克琴 等

黄克琴 等

孔德明 等

孔德明 等

魏育青 范捷平  等

￥47.00

￥16.00

￥45.00

￥21.00

￥45.00

￥21.00

￥43.00

德语语音教程 Phonetik integrativ

《德语语音教程》是国内第一本采用先进的现代语音教学理论，以认知法、交际法以及语言行

为为导向，将德语语音教学融入听、说、读和写四项基本技能训练的德语语音教材。

科学分析中国学生语音学习的重点与难点，开创有中国特色的语音学习体系；

拓展传统语音教学内容，增加乐调、词重音、句重音、停顿和语速等教学内容；

实现交际型情境式语音学习，融语音学习于正字法、词汇、语法和文化学习中；

提倡全程语音学习，练习难度分级，适用于各阶段德语学习者；

突出语音学习的终极目标——提高语言交际应用能力。

德语语音教程 978-7-5446-3428-1 李媛 等 ￥32.00

答案答案高级德语 Einblick - Deutsch für das Hauptstudium

《高级德语》共分3册。前两册各8个单元，第三册为12个单元，适合德语本科专业三、四年级

高级德语综合课使用，旨在全面提高学生读、说、写、译等方面的语言综合能力。

《高级德语》题材广泛，聚焦德国社会，把握时代脉搏；精讲精练，注重词汇拓展，强化语法

重点；练习多样，书面与口头表达并重，强调翻译实践；实用够用，方便课堂组织，符合德语专业

本科教学大纲的相关要求。

高级德语 1

高级德语 2

高级德语 3

978-7-5446-2782-5

978-7-5446-3064-1

978-7-5446-3587-5

陈晓春 等

陈晓春 等

蔡幼生

￥28.00

￥29.00

￥32.00

《德语口语教程》共分两册，每册20课。每课均包含热身、课文、注释及练习四个部分，内容

丰富，相辅相成。练习形式多样，采取了从替换练习、互动练习、指导下的口述练习和自由陈述练

习的循序渐进方略。

第一册通过结合国外的生活实际、模仿生活中的日常交际场景来对学生进行科学的口语训练，

提高学生在日常口头交际过程中的主动反应能力和交际能力，培养学生在交流中学习异国文化、介

绍本国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意识。

第二册在第一册的基础上独具匠心地将各种内涵深刻的话题融入口语交流之中，学习异国文化

和介绍本国文化并重，注重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和反应能力。

《德语口语教程》两册分别适合高校德语专业一年级下学期和二、三年级口语课使用，同时也

可作为口语训练补充材料供广大德语学习者自学辅导使用。

德语口语教程 Deutsch idiomatisch

德语口语教程 1 

德语口语教程 2

978-7-5446-0413-0

978-7-5446-0924-1

钱敏汝 等

钱敏汝 等

￥22.00 

￥40.00

奖奖

 《德语语音教程》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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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听力教程》全套共四册，各册均有学生用书及其配套的教学参考。

该系列每册均设16个单元，每单元又分“课前预习”、“课堂练习”和“课后复习”等三部

分，每4课另安排有1套复习测验题。

“课前预习”包括背景信息简介、相关网站链接、入门文章及练习、听力文章词汇和听力文章

节选预听等栏目；

“课堂练习”包括热身练习、3-4篇听力文章及各种形式的相关练习；

“课后复习”包括补充听力文章及相关练习、重点句型跟读、写作练习和扩展项目。

《德语听力教程》适用于德语专业本科二、三年级学生的听力技能基础和提高两阶段的教学，

也可供其他已具备初级德语知识的学习者选用。

学生用书和教学参考均提供录音MP3下载，其中学生用书包含“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等

两个部分的录音资料，教学参考包含“课堂练习”部分的录音资料。

德语听力教程 Ganz Ohr für Deutsch

德语听力教程 学生用书 1 

德语听力教程 教学参考 1 

德语听力教程 学生用书 2 

德语听力教程 教学参考 2 

德语听力教程 学生用书 3 

德语听力教程 教学参考 3 

978-7-5446-0625-7

978-7-5446-0626-4

978-7-5446-1401-6

978-7-5446-1400-9

978-7-5446-2756-6

978-7-5446-2755-9

钱敏汝 等

钱敏汝 等

钱敏汝 等

钱敏汝 等

钱敏汝 等

钱敏汝 等

￥33.00 

￥20.00 

￥37.00 

￥29.00 

￥34.00 

￥22.00 

答案答案

答案答案

《德语阅读教程》共有4册，供德语专业本科二、三年级学生4个学期使用。

第一、二册每册均有8个单元，按照不同的主题来设计。每个单元由2篇主课文和4篇选读课文组

成，每篇课文均配有阅读理解练习。每个单元末尾还向读者推荐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书目、影片或

网址等扩展阅读资源。此外，该两册每2个单元均辟有“阅读技巧与训练”专栏，传授基本阅读技

巧。

第三、四册每册均有16个单元，按照不同的语篇类型来设计。每单元的开始均有对该语篇类型

的介绍。课文针对重要的专有文化名词，提供阅读辅助释义并编有配套练习。该两册每4个单元均为

读者提供相关内容的书目和网址列表，作为扩展阅读资源。另外，书中每4个单元均设计有“阅读策

略和建议”及“复习巩固”等内容，意在授之以渔与温故知新并举。

德语阅读教程 Lesen und Verstehen

德语阅读教程 1

德语阅读教程 2

德语阅读教程 3

德语阅读教程 4

978-7-5446-0466-6

978-7-5446-0511-3

978-7-5446-0649-3

978-7-5446-1244-9

冯亚琳 等

冯亚琳 等

冯亚琳 等

冯亚琳 等

￥20.00 

￥26.00 

￥33.00 

￥38.00 

《中德文化阅读教程》紧扣中德文化对比这条主线，分为13个单元。主要特点有：1）主题丰

富，涉猎面广，涵盖中德两国的大学生活、节日、饮食、休闲方式、青少年生活、城市以及道德观

念等内容；2）练习题形式多样，并与德语专业四级考试阅读理解题型紧密结合；3）文化小贴士简

洁实用，引导学习者主动探索和思考中德文化现象。       

本书既可用于德语本科二年级学生的阅读课程，也可供同等水平的德语学习者研习使用。

中德文化阅读教程 Verstehen durch Les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m Kulturvergleich

《新编德语报刊阅读》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各种报刊文体形式的介绍和各种报刊文本类型对应

的阅读策略训练，使学生具备分析报刊文本的能力。全书可分为三大部分：1）德国新闻业概况；2) 

德语报章体裁和范文分析与练习（共16个单元，为全书主体内容）；3）注解与参考答案。

本书可作为德语专业核心课程“德语分析阅读”教学用书，也可供对德语报刊感兴趣的同等水

平读者研习使用。

新编德语报刊阅读 Neue deutsche Zeitungslektüre

高级德语视听说 Die Wahrheit über Deutschland 答案答案

《高级德语视听说》精选德国之声电视台的《德国真相》（Die Wahrheit über Deutschland）节

目的60段视频，编成60个教学单元（按专题分12章），并配套相关练习。

该书适用于德语专业高年级视听说课程教学，也可供有一定德语基础并欲提高德语视听说能力

的人士使用。

图书提供视听资源，含60段德国之声电视台授权使用的视听节目材料。

高级德语视听说 978-7-5446-3646-9 郑华汉 等 ￥42.00

中德文化阅读教程

新编德语报刊阅读 978-7-5446-5018-2 Stefan Sklenka 梁珊珊

978-7-5446-5783-9 赵倩

￥43.00

￥40.00



商务德语 978-7-5446-5458-6 Josef Wergen 等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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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国家国情文化 Dreimal Deutsch 答案答案

答案答案

《德语国家国情文化》分两册，一为学生读本，可供学习者课下自行阅读；另一为练习册，适

合师生在课堂上自由研讨。主题基本涵盖德语国家国情文化的方方面面。两册均有录音MP3配套，

读者根据图书封二信息可至“外教社有声资源网”（http://audio.sflep.com）下载使用。

《德语国家国情文化》适用于欧标A2/B1级别（初级下至中级上水平）学习者。德语专业二年级

师生可用于德国概况和国情文化课教与学。

德语国家国情文化 978-7-5446-4135-7 Uta Matecki ￥42.00

《德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共14个单元，分别对德语国家的历史、哲学、建筑、语言文字、市民

阶层、音乐、经济、教育等专题进行详尽的阐述和说明。全书通过研讨课的形式，以国内外大量文

献资料为基础，自行组织并执笔撰写。内容全面、论述充分、结构明晰、例证有力。

该书适用于德语专业高年级课程和通识公选课的教学研讨，也可供对德语国家的国情文化感兴

趣的社会读者研读。

德语国家社会与文化 Gesellschaft und Kultur deutschsprachiger Länder

德语国家社会与文化 978-7-5446-2612-5 刘炜 魏育青 ￥25.00

《德国概况》一书首次将德国概况置于欧洲和欧盟的框架之下进行介绍。按照“欧洲→欧盟→

德国”这一线索将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等方方面面囊括其中，并穿插介

绍中欧关系、中德关系，包括相互间外交关系、经贸合作及文化交流等。

《德国概况》既适合德语专业德国概况课（高年级）使用，也适用于其他对德国国情文化感兴

趣且具有一定德语基础的读者。

德国概况 Deutschland in Europa – Ein landeskundliches Lehrwerk

德国概况 978-7-5446-1435-1 过文英 胡凯 姚宝 ￥36.00

《商务德语》分为26个商务场景，通过实例范文、现成语句、专题注释、小试身手和学习锦

囊等全面清晰地展示了商务德语的全貌。附录部分收录参考译文、习题答案以及词汇表等实用文

本，供学习者查阅参考，高效便捷。

本书既可作为专业方向课程用书，也适用于在德语国家三资企业工作的职场人士和与德语国

家有经济和外贸往来活动的人员。

商务德语 Bürokommunikation Deutsch

新德汉翻译教程（第二版） 978-7-5446-6112-6 王京平 杨帆 ￥45.00

跨文化研究入门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für 
chinesische Germanistikstudierende

《新德汉翻译教程（第二版）》属“新世纪高等学校德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为我国高校

德语专业高年级翻译课而编写，也可供从事德汉翻译实践的人士参考。

该书以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从源文理解出发，剖析文本类型、语义对比、语境与翻译的

关系，重视德汉翻译在词法、句法和篇章等方面的实操。另外，教材还编制了大量配套翻译练习，

以满足各个层面的学习者在不同学习环境下的训练需要。

德语基础写作 Schriftlicher Ausdruck. Grundkurs

《德语基础写作》属“新世纪高等学校德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集多名中外资深教师在写

作课的丰富经验，历经十年打磨，针对德语专业基础写作教学需求编写而成。

全书共设12个单元，涵盖（非）正式书信、应用文、报道、故事梗概、内容摘要、看图作文、

记叙文、幻想故事、图表描述和议论文等常见文体类型，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德语写作风格和把

握写作技巧；

练习题丰富多样，难度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运用先进的教学法成果，帮助学生逐步熟悉和

掌握写作要点和步骤；

附录部分提供每单元的范文各两篇，便于学生参考和研习。

本书适用于德语专业二年级的基础写作课教学，也可供德语初学者写作训练之用。

德语基础写作 978-7-5446-6026-6 朱佳 等 ￥49.00

新德汉翻译教程（第二版）
Übersetzen Deutsch-Chinesisich. Ein Lehrbuch aus neuer Perspektive

答案答案

答案答案

跨文化研究入门 978-7-5446-4937-7 巫莉丽 ￥48.00

《跨文化研究入门》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基础，涵盖跨文化日耳曼学的若干核心概

念；第二部分从陌生的感知、德国社会对一体化的探讨、异域性与社会等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第三

部分选取了中德跨文化交际中礼貌、直接、关系和禁忌等四个方面的文本，并提供相应的案例分析

练习；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跨文化日耳曼学理论在文学、语言学、外语教学以及跨文化培训领域中

的应用。

本书可供德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使用，也可供对该领域感兴趣的同等水平德语学习者研

习。
《德语国家国情文化》样张



中国文化简明教程（德语版） Chinesische Kultur

现代德语词汇学 Moderne deutsche Lexikologie

《现代德语词汇学》属“新世纪高等学校德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该书修订于2011年出

版的《德语词汇学概论》，兼顾词汇学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全书共分15章，包括词的定义和来

源、词的构成、词的语义和理据、语言变体以及德语国家的词汇状况和特点等，对原有内容和实

例、图片以及配套练习均做了一定补充。内容更加与时俱进，贴合实际教学，实用性强。可供德语

专业高年级词汇课教学使用。

现代德语词汇学 978-7-5446-6535-3 张帆 卢铭君 ￥58.00

德国简史教程（德语版） 978-7-81095-545-4 姚宝 ￥25.00

本书是高等学校德语专业的历史课教材，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德意志民族和国家从古到今（至20

世纪末）的发展情况。

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德国近代史，特别是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发展；

着重讲述德国1871年的统一和1990年的重新统一对德国史和欧洲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借德国的重新统一对以往历史，特别对德国现代史作进一步探讨，可拓宽学生的视野；

宗教关系史部分叙述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三大宗教的起源、发展、影响和彼此恩

怨，可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结构清晰：本书每部分均撰有中文引言，每章结尾均有归纳小结、重要概念及其中德文注

释、“教学考查”和大事记表，可方便组织教学。

德国简史教程（德语版）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n Grundzügen

《中国文化简明教程》（德语版）以中国文化精髓为主线，分19个单元，从国家与民族、宗教

信仰、思想与智慧、伦理与礼仪、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建筑、美食、节日风俗、茶道饮酒、工

艺美术、中医及传统体育等方面介绍中国文化，旨在提高学生用德语讲述和诠释中国文化的能力，

促进中德文化双向交流。

本书既适合高校德语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使用，也可作为教材或读物供德语国家在华留学生以

及德语国家孔子学院学生使用。

中国文化简明教程（德语版） 978-7-5446-4065-7 许宽华 徐小清 ￥46.00

《经济德语》为高等学校德语专业本科三、四年级教学用书，同时也是具有一定德语基础、想

在经济德语方面进一步拓展知识的商务界人士的参考用书。

全书以中国学生从求职到任职于企业的不同经济部门中可能涉及的各种常见交际场景为主线，

并相应地配以交际活动所需的篇章文本，贴近中国学生的职场需求，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能帮助学

生较快地适应德语国家三资企业以及与德语国家经贸往来活动所必需的工作要求。

教师用书包括学生用书各项练习的参考答案，单元教学安排、教学建议和有关语篇类型特点及

经济交际背景知识方面的参考材料。

经济德语 Wirtschaftskommunikation auf Deutsch

经济德语

经济德语 教师用书

978-7-5446-2397-1

978-7-5446-2790-0

赵劲 等

赵劲 等

￥30.00

￥25.00

交际德语教程 studio【21】（A1-B1）& studio Die Mittelstufe（B2-C1）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studio【21】）在《交际德语教程》（studio d）的基础之上完善而成，体

系更完善、内容更丰富、材料更新颖、技术更先进、使用更便捷。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studio【21】）分为A1、A2和B1三个级别，均配有学生用书、练习与测

试、词汇手册和教师用书。此外，还提供“爱听外语”APP内音视频资源、词汇学习应用和在线资源，可满足

学习者随时随地学德语的需求。

《交际德语教程（中级）》（studio Die Mittelstufe）分B2和C1两级，均配有学生用书、练习与测试、词汇

手册和教师用书。

本系列教材与各类德语语言考试（如DSH，TestDaF，DSD1，DSD2及歌德学院语言证书考试等）接轨，

亦是歌德语言培训中心课程的指定教材。

答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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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出版

练习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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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德语教程 

学生用书 练习册 教师用书 学业测试&学习指南

A1

A2

B1

快乐德语 prima

《快乐德语》是一套理念新颖、特色鲜明、配套齐全、适合我国青少年读者学习的立体化德语教材。全套教

材共分五册，每册均配有学生用书（附MP3下载）、练习册（附MP3下载）和教师用书。每级还配有学业测试。

学生学完第一、二册，可达到“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A1级；学完第三、四册，可达到A2级；学完第五册可

达到B1级。

练习册是学生用书的配套训练手册，与学生用书平行设计而成。内容上相互呼应或补充，学生用书中的口语

练习部分在练习册中被设计为相应的听力练习。所操练的内容均为学生用书中学习过的，或是对学生用书内容的

复习、加深和巩固。每单元最后的自评练习帮助学生检查各自的学习情况及对德语的掌握程度。

教师用书是学生用书的配套参考书，供教师教学参考使用。本书阐明了本套教材的编写原则和指导思想，从

教学法理论高度向教师解释作者的编写思路和编写目的；详细地指导教师如何组织课堂教学，并提供了大量补充

材料，包括大量的国情知识介绍和跨文化交际知识，以及三个德语国家之间的异同；提供了学生用书的练习参考

答案、练习册的部分参考答案以及学生用书和练习册的录音文字材料。

学业测试与学生用书配套，采取一课一测的方法，不间断地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另有单元测试

和综合测试。综合测试按照歌德学院青少年语言证书考试的题型设计，帮助学生熟悉题型，复习备考。图书还附

参考答案及听力录音文字材料，既可用于课堂教学，又可用于课下自测。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1 学生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1 练习与测试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1 词汇手册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1 教师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2 学生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2 练习与测试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2 词汇手册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2 教师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B1 学生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B1 练习与测试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B1 词汇手册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B1 教师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B2/1 学生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B2/1 练习与测试

交际德语教程B2/1 词汇手册

交际德语教程B2/2 学生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B2/2 练习与测试

交际德语教程B2 教师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C1 学生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C1练习册

交际德语教程C1 教师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C1 词汇手册

9787544642651

9787544642637

9787544643078

9787544642668

9787544646222

9787544649384

9787544647342

9787544649612

9787544650564

9787544650045

9787544650427

9787544650571

9787544642699

9787544642681

9787544657051

9787544643016

9787544643009

9787544645041

9787544656948

9787544657648

9787544656955

9787544659864

Hermann Funk等

Rita Niemann等

毛小红 黄惠芳 等

Andy Bayer等

Hermann Funk等

Rita von Eggeling等

黄惠芳

Andy Bayer等

Hermann Funk等

Rita Eggeling等

黄惠芳

Christine Becker等

Christina Kuhn等

Rita Maria Niemann

黄惠芳

Christina Kuhn等

Rita Maria Niemann等

Britta Winzer-Kiontke

Christina Kuhn等

Christina Kuhn等

Christina Kuhn等

黄惠芳

￥69.00

￥33.00

￥23.00

￥31.00

￥69.00

￥30.00

￥28.00

￥40.00

￥69.00

￥35.00

￥22.00

￥34.00

￥56.00

￥16.00

￥22.00

￥58.00

￥18.00

￥45.00

￥42.00

￥48.00

￥38.0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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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德语

快乐德语 学生用书 1

快乐德语 练习册 1 

快乐德语 教师用书 1 

￥39.00 

￥25.00 

￥28.00 

978-7-5446-5504-0

978-7-5446-5526-2

978-7-5446-1873-1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

快乐德语 学生用书 2 

快乐德语 练习册 2  

快乐德语 教师用书 2

￥39.00 

￥25.00 

￥23.00 

978-7-5446-5522-4

978-7-5446-5527-9

978-7-5446-2056-7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

快乐德语 学生用书 3

快乐德语 练习册 3 

快乐德语 教师用书 3

￥38.00 

￥25.00 

￥20.00 

978-7-5446-5523-1

978-7-5446-5528-6

978-7-5446-2122-9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

快乐德语 学生用书 4 

快乐德语 练习册 4 

快乐德语 教师用书 4

￥38.00 

￥25.00 

￥24.00 

978-7-5446-5524-8

978-7-5446-5529-3

978-7-5446-2104-5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

快乐德语 学生用书 5

快乐德语 练习册 5 

快乐德语 教师用书 5

￥48.00 

￥25.00 

￥30.00 

978-7-5446-5525-5

978-7-5446-5530-9

978-7-5446-2530-2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

快乐德语 学业测试 A1

快乐德语 学习指南 A1

￥25.00 

￥23.00 

978-7-5446-5531-6

978-7-5446-3968-2

Jarmila Antosova

刘惠宇 等

快乐德语 学业测试 A2 ￥25.00 978-7-5446-5532-3 Grammatiki Rizou

快乐德语学习指南

《快乐德语学习指南》是在教材基础上编写而成的配套学习图书，目的在于更好地兼顾我国中

学生的学习特点，夯实学生的德语学习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学生的知识面。A1级分14个单

元、2个单元复习和2个总复习。每个单元包括德语语音、重点句型、词汇精解、语法详解、课文译

文、国情文化、美文欣赏和补充练习；单元复习包括课文译文和国情文化，总复习以习题与测验为

主。全书附练习参考答案，可供学习者复习及自测用。

快乐德语学习指南A1 978-7-5446-3968-2 刘惠宇 等 ￥23.00

￥32.00

￥36.00

德语C1学生用书

德语G1学生用书

978-7-5446-5122-6 李媛 等

978-7-5446-4872-1 赵劲 等

Willkommen!

根据教育部《高中德语课程标准》的要求，组织课标组的专家和国内大学、中学的部分骨干教

师合作编写外教社中学多语种系列教材，以四大核心素养为培养目标分为初中和高中两个部分，以

适应新时代的中学德语教学。其他级别的学生用书及配套产品将会陆续推出。

引领入门，激发学习兴趣

循序渐进，发展综合能力

开拓视野，培养家国情怀

鼓励创新，实现自主学习

德语G1学生用书 样张

答案答案



译家之言：德语口译 978-7-5446-2596-8 黄霄翎 ￥28.00

译家之言：德语口译    Die Stimme des Dolmetschers: Aus der Praxis des
Dolmetschens Deutsch-Chinesisch

德语常用动词变位与用法
Verbtabellen Plus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译家之言：德语口译》是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翻译黄霄翎总结十七年翻译工作实践经验并结

合理论心得而成。

全书共分十一讲，内容涉及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这两种最重要的口译类型，分别就这两种口译

的特点、硬软件要求、准备工作、短期记忆、笔记诀窍和成功攻略等作了阐释和描述，并结合德语

和口译的教学及口译的最高追求等方面做了归纳总结。附录部分有“德国人常用拉丁文语汇表”，

可做日常口译准备之用。

“爱听外语”辟有与图书相关的“同声传译入门（德汉篇）”栏目，欢迎选择收听！

《德语常用动词变位与用法》列举了近百个常用动词的各种变位形式，配以例句和译文、最经

典的固定用法及其相关的德语表达形式。开篇介绍了德语语法简况。附录罗列了德语最常用的强弱

变化动词，其变位规则与正文的动词变位形式融合联动，方便读者检索。图书讲练结合，另设有小

自测供学习者巩固所学知识。

德语常用动词变位与用法 978-7-5446-4006-0 Eva Maria Weermann等 ￥28.00

图解德语语法 Grammatik in Bildern

如何让德语语法学习变得有趣而高效，《图解德语语法》的视觉学习法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

试。一图胜千言——本书利用图片、色彩、图表结构等形式的视觉化处理，使复杂枯燥的德语语法

规则更加清晰，改变了纯文字解释语法的传统方式，便于读者更好地掌握德语语法。

德语语法精讲精练 Arbeitsgrammatik Deutsch

《德语语法精讲精练》是一本精心编译的德语语法辅导材料。全书精选德语语法最核心的46个

基础知识点，系统全面地讲解了语法的基本规则、构成形式及其用法，另编入相关词汇和特点说

明，并配有形式丰富多样的语法练习题，让读者既可巩固所学的语法知识，又能学以致用。

德语语法精讲精练 978-7-5446-5166-0 Achim Seiffarth 等 ￥39.00

图解德语语法 978-7-5446-5163-9 Irina Gubanova-Müller 等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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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

￥33.00

桂乾元 等

虞龙发 等

￥26.00

￥26.00

￥32.00

新公共德语 上册 

新公共德语 下册 

978-7-5446-3410-6

978-7-5446-3916-3

新公共德语 Grundkurs Deutsch

德语轻松学（上册）

德语轻松学（下册）

978-7-5446-4168-5 Renate Luscher

978-7-5446-4959-9 Renate Luscher

《德语轻松学》系引进自德国慧伯（Hueber）出版社的德语自学教程，德英对照。

全书共分上下册，每册均为15课。此为上册，内容包括：问候、个人情况问答、酒店入住、

简短交谈、公共交通出行、做客拜访、商务用餐和企业拜访、电子邮件等，基本涵盖日常德语交

际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每课内容精心挑选最最实用的句型和语法，编写形式多样的练习，围

绕主题和对话内容展开，反复操练，复现率高。

图书适用于德语初学者自修，也可用于公共德语课堂教学。

德语轻松学 Deutsch is easy！

属“外教社外语天天学”系列，是面向零起点学习者的纸数融合德语自学教材。

本书从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等主题入手，采用全彩印刷并配有生动活泼的手绘图，纸质教材

和微信小程序互相对应且各有侧重：纸质教材涵盖导言、词汇和表达、说说看、语言小贴士和文化

小贴士等；微信小程序包括了真人发音、拓展词汇、词汇测试、对话角色扮演等立体化学习内容及

形式，可帮助学习者快速入门，达到短期内能听会说的交际目的。

德语天天学 Easy German

德语天天学 978-7-54464-377-1 郑峻 陈亚芹

《新公共德语》属于“外教社新公共外语系列教材”，分上、下两册。

教材吸收传统语法翻译法和现代教学法的各自优点；

语法讲解详细，练习形式多样，强调反复操练，力求举一反三；

注重实用和够用，夯实德语基础知识；

将读写训练和听说交际巧妙结合；

该教材既适合公外、二外及一般社会培训的课堂教学，又可用于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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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强化训练系列 DEUTSCH INTENSIV

“德语强化训练系列”全系列目前已出版11册，由以下品种组成：词汇A1、A2、B1和B2各1

册，语法A1、A2和B1各1册，听说A1/A2为1册，写作A1/A2、A2/B1和B2各1册。每个分册均依照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分级要求进行编写，板块清晰、主题分类、练习丰富、插图有趣、讲

练结合，是一套实用的德语教辅学习资料。

德语词汇强化训练A1

德语词汇强化训练A2

德语词汇强化训练B1

德语词汇强化训练B2

德语语法强化训练A1

德语语法强化训练A2

德语语法强化训练B1

德语听说强化训练A1/A2

德语写作强化训练A1/A2

德语写作强化训练A2/B1

德语写作强化训练B2 

978-7-5446-5459-3

978-7-5446-5550-7

978-7-5446-6687-9

978-7-5446-6688-6

978-7-5446-5516-3

978-7-5446-5517-0

978-7-5446-5518-7

978-7-5446-5467-8

978-7-5446-5469-2

978-7-5446-5468-5

978-7-5446-6689-3

Christiane Lemcke等

Christiane Lemcke等

Arwen Schnack

Arwen Schnack

Christiane Lemcke等

Christiane Lemcke等

Christiane Lemcke等

Tanja Sieber

Elke Burger 等

Elke Burger 等

Sandra Hohmann

￥28.00 

￥28.00

￥33.00

￥33.00

￥28.00

￥33.00 

￥33.00

￥38.00 

￥28.00

￥28.00

￥33.00

词     汇 语     法 听     说 写     作

A1

A2

B1

B2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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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纲对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的目的、性质与范围、考试时间、对象与命题、考试

形式与内容做了详细规定，包括考试大纲（中文版和德文版）、考试样题、样题听力录音文字稿和

参考答案以及答题卷等部分，具有权威性、指导性、科学性和客观性。

本大纲是全国德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的重要依据。

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大纲 978-7-5446-3348-2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中心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中心 ￥20.00

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大纲
Prüfungsordungen für das Germanistik-Grundstudium 
und -Hauptstudium im Hochschulwesen Chinas

全国德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与解析
（2009-2012）

978-7-5446-3355-0 孔德明 等 ￥35.00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与解析
（1997-2004）

978-7-5446-5508-8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
基础阶段测试组

￥42.00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与解析
（2016-2018）

978-7-5446-4887-5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
四级考试中心

￥59.00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与解析系列 

本系列由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中心编写而成，权威性强。各册收录了历年真题、解析、

录音文字以及参考答案，其中解析部分是全书的核心内容，阐释评分依据和标准，分析考生常见错

误，可帮助四级考试备考人员更好地复习迎考，也有利于教师根据考试情况完善教学工作。

PGG考试精讲精练：听力与阅读 978-7-5446-5696-2 景艳燕 等 ￥38.00

本书系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PGG）专项训练系列的“听力与阅读”分册：

精讲难点： 5种常见错误类型分析，帮助考生迅速了解易错类型，有的放矢

精练试题：100道同类例题，针对性强，帮助考生以练促学，加深理解

精准自测：4套全真模拟题，帮助考生自测自评，从容迎考

PGG考试精讲精练系列

王京平 等 ￥39.00德语专四语法难点解析 978-7-5446-6730-2

德语专四语法难点解析

本书系德语专业四级考试专项训练辅导材料，针对上述考试中的语法难点进行分析，采用师

生对谈和讲练结合的方式呈现。编排形式新颖、内容浅显易懂，注重实操，是本书的主要特色。全

书内容包括：介绍专四备考的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语法难点解析，其中分词组、句法和句型转换

等三部分，共计30讲；功能动词结构、动词的介词搭配、名词和形容词的介词固定搭配、固定短

语和不规则动词变位等应知应会的五项内容；习题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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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德语专业八级考试中心编写，权威性强；

详细分析和讲解试题，剖析关键考点；

阐释评分依据和标准，传授解题技巧；

分析考生常见错误，突出考试注意事项；

真题演练，强化实战体验，方便自测。

全国德语专业八级考试真题与解析（2009-2011）

全国德语专业八级考试真题与解析
（2012-2014）

978-7-5446-3914-9 朱锦 等 ￥32.00

全国德语专业八级考试真题与解析（2012-2014）

由德语专业八级考试命题组编写，权威性强；

详细分析和讲解试题，剖析关键考点；

阐释评分依据和标准，传授解题技巧；

分析考生常见错误，突出考试注意事项；

真题演练，强化实战体验，方便自测；

提供MP3录音下载，详见封二提示。

全国德语专业八级考试真题与解析
（2009-2011）

978-7-5446-2585-2 德语专业八级考试中心 ￥30.00

以新版《大学德语课程教学要求》为指导；

完善的测试理念，科学的测试方法；

新颖的测试题型，有效的测试效果。

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大纲（附样题和答案）
Prüfungsordnung für Hochschuldeutsch Stufe 4 und Stufe 6
(Mit Modellprüfungen und Lösungen)

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大纲
（附样题和答案）

978-7-5446-1759-8 全国大学德语考试设计组 ￥10.00

《全新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指南》以新版《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大纲》为依据，由全国大

学德语考试设计组编写，以考试大纲中的样题为例对各个板块进行权威解读和详细分析，诠释考试

要点，传授解题思路、答题步骤及应试技巧。

本书包括四套模拟题，附参考答案与听力录音文字材料，方便学生自测。

全新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指南 Mit Erfolg zur Prüfung Hochschuldeutsch

全新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指南 978-7-5446-1810-6 全国大学德语考试设计组 ￥22.00



留学德国听说教程 978-7-5446-5041-0 包俏俏 陈怡安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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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证书A1备考指南 

歌德证书A2备考指南（新题型版）

歌德证书B1备考指南（新题型版）

歌德证书B2备考指南（新题型版）

歌德证书C1备考指南 

歌德青少年证书备考指南 A1/A2 

978-7-5446-2708-5

978-7-5446-5375-6

978-7-5446-4733-5

978-7-5446-6154-6

978-7-5446-2842-6

978-7-5446-2787-0

Johannes Gerbes 等

Brigitte Schaefer 等

Johannes Gerbes 等

Heide Stiebeler 等

Evelyn Frey 等

Gerhard Neuner 等

￥30.00 

￥39.00 

￥35.00 

￥45.00 

￥28.00 

￥33.00

歌德证书备考指南（A1-C1）
歌德青少年证书备考指南 A1/A2 

“歌德证书备考指南”系列图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套专门针对歌德学院德语考试的

辅导书。原版图书引进自德国慧伯出版社（Hueber），由该系列考试的命题专家主编，

科学、权威、可信；引进版由歌德学院经验丰富的授课教师编译而成，根据中国考生的

实际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训练方案。

该系列图书采用模块训练或模拟真题的方式，帮助考生熟悉歌德证书考试题型，力

图提高考生的听说读写四项语言技能，传授考试技巧和答题策略；练习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模拟试题仿真度高；听力理解配套录音真实地道，发音标准，完全符合听力理解

考试的语速要求。

该系列既适用于课堂学习和备考，又适合考生自学和操练，是一套必不可少的考试

辅导用书。同时，该系列图书对我国高校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及德语专业四、八级考

试同样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获得歌德学院的语言证书，有助于读者顺利通过赴德家庭

团聚、结婚、留学、实习、工作、投资经商等的签证申请。

由于歌德证书A2、B1和B2级别考试分别于2016年、2013年和2019年开始采用新题

型，因此本系列的A2、B1和B2三本备考指南也相应进行了修订。

留学德国听说教程 Fit in Deutschland - Situative Hör- und Sprechübungen

 《留学德国听说教程》是一本以德国留学为主题的实用教程，共设10个单元31课。内容涉及德

国学习生活、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诸如：参加APS审核；到达德国；新生注册；找房登记；大学生

活；日常生活；实习打工；求医看病、文化生活以及度假旅行。教程力求还原真实的德国留学生

活，学生可通过文中的背景知识介绍和听说训练对德国大学学习和日常生活有充分的了解，从而在

心理上和语言听说能力上为留学德国做好充分准备，自如应对各种交际场景。

德福备考教程 

德福备考教程 教师手册

978-7-5446-2822-8

978-7-5446-2823-5

教育部直属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

教育部直属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

￥33.00 

￥18.00 

《 德 福 备 考 教 程 》 为 教 育 部 直 属 同 济 大 学 留 德 预 备 部 携 手 德 国 德 福 考 试 院

（TestDaF-Institut），针对中国学生参加德福考试而精心编写的备考教程。

全书针对德福考试的要求，由德福考试院专家精选出7大内容主题，汇编成7课，每课均由“基

本技能训练”和“德福全真模拟训练”两部分组成，涵盖德国大学的全部学习和择业过程，力求使

中国学生不仅顺利通过德福考试，而且能够迅速融入德国大学的学习生活。

德福备考教程 TestDaF und Studienvorbereitung

德福考试高分指南 Fit für den TestDaF

《德福考试高分指南》引进自德国慧伯出版社（Hueber），并经中国资深培训教师改编而成。

全书从学员的水平自测和德福考试内容构成出发，针对德福考试要求对考试中的阅读理解

（LV）、听力理解（HV）、书面表达（SA）和口头表达（MA）等4大部分的每一种题型和测试要点

均进行详尽的剖析和评点，且附有全真试题1套，相信中国考生可凭此书取得更好成绩。

本书既适合德福备考班的课堂教学，也可供备考人员自学测练。

德福考试高分指南 978-7-5446-2945-4 Jörg-Matthias Roche 等 ￥38.00

德福写作训练 Schreibtraining TestDaF

聚焦德福写作的三大核心内容：开篇引文、图表描述和正反论证；

按照“词-句-篇章”的脉络传授基本词汇、语法、重要句型、基本句型变换规则和技巧；

从局部到整体，更细致地训练考生的写作基本功，帮助考生扩大词汇量，善于扩展句式，能做

到写对、写好、写长句子；

帮助考生掌握各类句式衔接手段及语篇连贯手段，写出上下文连贯、逻辑性较强、结构清晰的

文章；

“剖析型”的基础和综合练习帮助考生熟悉词汇、语法和句式之间的重要联系；

本书特别适用于写作“门外汉”，同时也适合具有一定写作功底的考生参考。

德福写作训练 978-7-5446-3941-5 谷菁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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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Cinzia Medaglia 等

R. Böttcher 等

Ludwig Tieck

Sabine Werner

邻居

木乃伊的咒语

金发艾克贝尔特

足球无国界

978-7-5446-6458-5

978-7-5446-6417-2

978-7-5446-6455-4

978-7-5446-6383-0

￥30.00

￥30.00 

￥30.00 

￥30.00

Theodor Fontane

H.J.Ch. von Grimmelshausen

Achim Seiffarth

E.T.A. Hoffmann

艾菲·布里斯特

痴儿西木传

尼伯龙根之歌

睡魔

978-7-5446-6456-1

978-7-5446-6454-7

978-7-5446-6386-1

978-7-5446-6457-8

￥30.00

￥30.00 

￥30.00 

￥30.00

巴赫

白玫瑰绍尔

人靠衣装

爱因斯坦

威廉·退尔

礁石旁的房屋

978-7-5446-6414-1

978-7-5446-6415-8

978-7-5446-6416-5

978-7-5446-5927-7

978-7-5446-5926-0

978-7-5446-6385-4

Gottfried Keller

Achim Seiffarth

Gottfried Keller

Sabine Werner

Sabine Werner

Achim Seiffarth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白马骑士

彼得·施莱米尔的神奇故事

变形记

歌德

一个无用人的生涯

莫扎特

978-7-5446-6381-6

978-7-5446-6384-7

978-7-5446-5984-0

978-7-5446-5987-1

978-7-5446-6382-3

978-7-5446-5982-6

Theodor Storm

Adelbert von Chamisso

Franz Kafka

Achim Seiffarth

Joseph von Eichendorff

Sabine Werner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全新的外教社德语悦读系列有声读物，涵盖A1—B2四个级别，共20本。该系列

除了阅读文本和配套练习题之外，还有背景知识参考译文和参考答案，并配有词汇

表，图文并茂、经典与时尚并行。配套的朗读录音可在“爱听外语”APP中收听欣

赏。

故事经典，改编科学，培养原版德语阅读兴趣

配套录音，引人入胜，将阅读与听说有机结合

语法精炼，循序渐进，帮助读者扫除阅读障碍

练习丰富，活泼多样，悦读与语言学习两相宜

外教社德语悦读系列

外

教

社

德
语
悦
读
系
列

A1

A2

B1

B2

C1

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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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社走近经典德语阅读系列

“外教社走近经典德语阅读系列”选编有德语作品八册。选篇大多为中等篇幅的

作品，也有由短篇组成的“文集”，兼顾“经典”和“出新”。作者主要集中在现代

德语正式形成的19世纪，既有里尔克和冯塔纳等文学大家，也有叔本华和俾斯麦等哲

学家或政治家。阅读来自这个时期的文本，对研习经典德语，认识德意志民族的传统

文化，尤其重要。

在本系列中，各位编者除选辑原文及其加注之外，还编撰导读文字一篇和精彩段

落译文若干。

整套读物配全文或部分段落的录音。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俾斯麦亲情信札

共产党宣言

爱因斯坦晚年集

雀巷纪事

迷惘与混乱

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

人生的智慧箴言

978-7-5446-1209-8

978-7-5446-1191-6

978-7-5446-1210-4

978-7-5446-1160-2

978-7-5446-1582-2

978-7-5446-1617-1

978-7-5446-1647-8

978-7-5446-2203-5

Rainer Maria Rilke 等

Otto von Bismarck 等

Karl Marx 等

Albert Einstein 等

Wilhelm Raabe 等

Theodor Fontane 等

Eduard Mörike 等

Arthur Schopenhauer 等

￥14.00 

￥17.00 

￥16.00 

￥22.00 

￥21.00 

￥24.00 

￥12.00 

￥23.00 

中国十二生肖故事（德汉双语） 978-7-5446-6155-3 陈虹嫣 等 ￥42.00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德汉双语） 即将出版

《中国十二生肖故事（德汉双语）》属“外教社德汉双语中国故事系列”，在整理各版本的生

肖故事基础上创作出德汉双语各13篇具有代表性的生肖传说故事，并配以可爱精美的插画。既有助

于提高我国大中学生对外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也有利于德语国家人士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本系列的第二本《中国传统节日故事（德汉双语）》也即将问世。

中国十二生肖故事（德汉双语）
Geschichten der chinesischen zwölf Tierkreiszeichen

外教社德语少儿悦读系列.第1级 978-7-5446-6621-3 Ruth Hobart 等 ￥89.00

第1级的5个小故事是《大萝卜》《太阳与风》《野生动物园历险记》《姜饼小人》和《丑小

鸭》，而第3级包括了《彼得与狼》《灰姑娘》《不来梅的音乐家》《海的女儿》和《白雪公主和七

个小矮人》，其中不乏耳熟能详的童话和寓言故事。读物还配套：

外教社德语少儿悦读系列

精美插图

图解小词典

参考译文

语言练习和趣味游戏

参考答案

课文朗读录音

外教社德语少儿悦读系列.第2级 即将出版

外教社德语少儿悦读系列.第3级 978-7-5446-6622-0 Ruth Hobart 等 ￥89.00

8

„Hip, hip, hurra! Heute gibt es einen 

Lebkuchenmann zum Tee!“, sagen der Opa und 

Tim.

Die Oma holt den Lebkuchenmann aus dem Ofen.

Sie legt ihn auf den Tisch.

8



走近你我——中德大学生人文交流 978-7-5446-5968-0 陈虹嫣 主编

走近你我——中德大学生人文交流

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线，中德大学生行走异域，观察、思考、写作，讲述着各自不同的故事，

70篇文章展现出共同的精彩。

东西相遇、申城印象、城市掠影、社会担当、似水年华和诗文回眸六大板块，从多个侧面呈现

中德大学生开阔的视野和互学互鉴的态度。

此书系中德大学生人文交流成果展示，旨在相互激励与促进，推动中德大学生携手合作，共创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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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文学史（修订增补版）（上、下卷） 978-7-5446-2587-6 余匡复 ￥180.00

歌德全集（德文版） 978-7-5446-4413-6 Johann Wolfgang Goethe 等 ￥9800.00

歌德全集.第8卷：青年维特的痛苦、

亲和力、小散文、叙事诗
卫茂平 胡一帆 高中甫 黄明嘉 ￥118.00

歌德全集.第28卷：书信、日记及谈话

（1764-1775）
郑霞 陈虹嫣 殷瑜 ￥88.00

歌德全集.第36卷：书信、日记及谈话

（1819-1822）

978-7-54465-822-5

978-7-54465-605-4

9-7-8754465-735-8 陈琦 孙瑜 卞虹 ￥68.00

德国文学史（修订增补版）（上、下卷）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德国文学史（上、下卷）》属外教社新编外国文学史丛书，是在1991年初版的基础上修订增

补完成的，包括从古代到1945年二战结束直至两德重新统一期间的德国文学以及瑞士、奥地利等国

德语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史。

本文学史由作者一人独立担纲完成，历时近三十年。全书语言统一、风格统一、结构统一、文

思统一，体现了作者所追求的学术性和通俗性两者的辩证结合。

德语文学名著便览 978-7-5446-4062-6 卫茂平 胡一帆 等 ￥27.00

德语文学名著便览 A Guide to the Masterpieces in German Literature

《德语文学名著便览》属“外教社文学名著便览系列”。

该书收入德语作家88位，作品近160部。主要框架体系包括：作家生平和著作简介、作品名称、

初版时间、主要人物、内容梗概等板块。时间涵盖从古及今，地域覆盖德国（含二战后的联邦德国

和民主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德语区等德语国家和地区。可供德语文学爱好者研读。

歌德全集（德文影印本）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滔海寄沫——杨建文诗集（汉德双语） 978-7-5446-6400-4 杨建文 ￥128.00

滔海寄沫——杨建文诗集（汉德双语）

本书收入杨建文教授的诗歌共计122首，并选配诗文画合一的作品20幅。诗歌描绘对象广泛，涉

及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及国内滇南、丽水、康定、成都、婺源、贵州、杭州、徽州、恩施、

建德等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致等。

￥58.00

德国国家教育报告（2006）

德国国家教育报告（2008）

978-7-5446-6402-8

978-7-5446-6701-2

姜锋 等

姜锋 等

姜锋 等

德国国家教育报告（2012）

德国国家教育报告（2014）

978-7-5446-4694-9

978-7-5446-4695-6

姜锋 等

姜锋 等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德国国家教育报告（2010） 即将出版

《德国国家教育报告》Bildung In Deutschland

《德国国家教育报告》原版图书自2006年起每两年出版一次，由德国联邦教育科研部和各州文

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共同发布。

该系列丛书全方位扫描德国教育各领域，以数据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把握教育体系绩效，

为提高教育质量提供决策依据。对于德国教育研究、比较教育学等领域极具参考价值。

奖奖

《歌德全集》共40卷48本，即代表目前歌德全集编制最高水平的法兰克福版，包括诗歌、戏

剧、散文、小说、自传、书信、日记、谈话录、自然科学作品、美学著作、政论作品等，其中有多

部首次发表的作品，还有大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注释。

歌德全集（汉译本） 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以上海外国语大学卫茂平教授为首席专家的《歌德全集》汉译项目，以上述法兰克福版《歌德

全集》为蓝本，在充分尊重原版内容和风格的基础上，融合了新时代的审美趣味和文学眼光，以期

让汉语读者有幸领略作为诗人、文学家、国务活动家和自然科学研究者的歌德之全貌。系列中大量

的学术性评注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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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残游记（汉德对照） DIE REISEN DES LAO CAN

《老残游记》是清末文学家刘鹗的代表作。这篇小说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对社

会矛盾开掘很深，尤其是他在书中敢于直斥清官（清官中的酷吏）误国，清官害民，独具慧眼地指

出清官的昏庸常常比贪官更甚。同时，小说在民族传统文化精华提炼、生活哲学及艺术、女性审美

和平等、人物心理及音乐和景物描写等多方面皆达到了极其高超的境界。

《老残游记（汉德对照）》采用了德国汉学家Hans Kühner的德译本，该译本堪称目前最接近

《老残游记》原著的德文全译本。

老残游记（汉德对照） 978-7-5446-4663-5 刘鹗  Hans Kühner ￥156.00

德译中国神话故事 60 mystische Geschichten Chinas

《德译中国神话故事》属“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编译者选取中国神话故事60则，

分成“探索奥秘篇”“征服自然篇”“发明创造篇”“惩恶扬善篇”“歌颂爱情篇”“助人为乐

篇”“为人处世篇”和“人生百态篇”等8个部分。“夸父追日探奥秘”“女娲炼石补苍天”“神猴

三打白骨精”“沉香劈山救母亲”等篇目在本书中均有精彩的汉德对照。

《德译中国古代短文选》属“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选译者精选我国古代短

文99篇，大多来自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笔记文学，跨度从春秋战国直至清代。

《桃花源记》《捕蛇者说》《为学》等名篇在本书中均有精彩的汉德对照。

德译中国古代短文选 Chinesische Kurztexte der alten Zeiten

德译中国古代短文选 978-7-5446-1389-7 张佳珏 ￥40.00

德译中国成语故事 978-7-5446-2378-0 桂乾元 等 ￥52.00

德译中国神话故事 978-7-5446-3651-3 桂乾元 等 ￥52.00

《德译中国成语故事》属“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编译者选取中国成语故事

100则，分成“生活工作篇”“智慧计谋篇”“道德友情篇”“讽刺幽默篇”和“为人处世

篇”等5个部分。“破釜沉舟”“卧薪尝胆”“负荆请罪”等耳熟能详的成语在本书中均有

精彩的汉德对照。

德译中国成语故事 Hundert sprichwörterliche Geschichten Chinas

外教社德英汉图解词典 978-7-5446-4450-1 SFLEP•PONS ￥58.00

外教社德英汉图解词典

本词典以社会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收录常用词语，“以图带词，以图解词”，并按词义关系

对词语分门别类。所收词语分为13个主题、92个类别，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人类、

居家、食品与饮料、出行、教育与工作、地球与自然界等。有些主题还收录了实用的常见表达方

式。为便于读者快速检索到所需术语或惯用表达，词典正文后提供了三语索引。

本词典主要面向母语为汉语的外语学习者并兼顾外国人学汉语的需求，同时对有对外交流需

求的公务员、商务人士和旅行者也会有所帮助。

《现代德语学习词典（德语版）》收录词目、搭配及短语近77000条，释义和例句

125000余项。选词涉及面广，除日常生活词汇之外，还收录了政治、经济、科技、文艺、

体育等领域的专业词汇和新词；释义简明易懂、准确可靠，丰富的词组、搭配及例句有助于

学习者准确理解德语文章，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德语写作能力；同义词、反义词及复合词的

收录可有效扩大学习者的词汇量。附录还有“简明德语语法”和“重要的不规则动词表”

等，方便读者即时查对。

现代德语学习词典（德语版）PONS Großwörte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现代德语学习词典（德语版） 978-7-5446-0532-8 PONS ￥98.00

《外教社简明德汉—汉德词典》属“外教社简明外汉·汉外词典系列”。本词典是为满

足中国读者学习德语以及德语国家的汉语工作者和学习者学汉语的需要而编写的。

德汉、汉德部分收词各近3万条，条目及例证丰富，译文准确规范；

除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用词之外，还收录大量经贸、科技等领域的专业词汇；

收录大量新词新义，适应时代需要；

双色印刷，双向检索，美观醒目，易于查阅和学习；

附不规则动词变化表、德语新正字法规则及新旧字形变更表，便于读者参阅；

以双语读者为对象，汉语词条及释义加注拼音，便于外籍人士使用。

外教社简明德汉—汉德词典 
SFLEP Handwörterbuch Deutsch-Chinesisch Chinesisch-Deutsch

外教社简明德汉－汉德词典 978-7-81095-879-0 江燮松 等 ￥45.00

奖奖

91ESS E N UN D T RIN K E N   FOOD AN D DRIN K   

Desserts und Süßspeisen Desserts and puddings 

GETREIDE UND MEHL  GRAINS AND FLOUR  

die Eiscreme -s 

ice cream 

die Eiskugel -n 

scoop of ice cream 

die Eiswa�el -n 

cone 

der Eisbecher - 

sundae 

die Crème brûlée  
Crèmes brûlées 

crème brûlée 

der Karamellpudding -s 

crème caramel 

die Panna cotta kein Pl  

panna cotta 

die Mousse -s 

mousse 

der Wackelpudding -s  

jelly 

die Schlagsahne kein Pl  

whipped cream 

der Obstsalat -e 

fruit salad 

der Apfelstrudel - 

apple strudel 

das Tiramisu -s 

tiramisu 

der Pfannkuchen - 

pancake 

die Crêpe -s 

crêpe 

169B IL DUN G UN D B E RUF   E DUCAT ION AN D WORK   

DIE ARBEITSWELT  THE WORLD OF WORK  

Berufe Occupations 

die Moderatorin -nen 

presenter 

die Schauspielerin -nen 

actress 

die Sängerin -nen 

singer 

der Tänzer - 

dancer 

die Journalistin -nen 

journalist 

der Wissenscha�ler - 

scientist 

die Gra�kerin -nen 

graphic designer 

der Pro�sportler - 

professional athlete 

der Bildhauer - 

sculptor 

die Bankkau�rau -en 

bank clerk 

der Bibliothekar -e 

librarian 

der Lehrer - 

teacher 

die Kunstmalerin -nen  

artist 

der Fotograf -en 

photographer 

die Musikerin -nen 

musician 

die Schneiderin -nen  

dressmaker 

173B IL DUN G UN D B E RUF   E DUCAT ION AN D WORK   

der Briefumschlag -schläge 

envelope 

der Tesalm® -e 

sellotape® 

das Tipp-Ex® kein Pl  

Tipp-Ex® 

der Tacker - 

stapler 

der Kugelschreiber - 

ballpoint 

der Ordner - 

folder 

der Locher - 

hole punch 

die Büroklammer -n  

paper clip 

der Briefö�ner - 

letter opener 

das Hängeregister - 

suspension �le 

die Reißzwecke -n 

drawing pin 

der Sti�ehalter - 

desk tidy 
das Notizbuch  
-bücher 

notebook 

der Textmarker - 

highlighter 

die Schere -n 

scissors 

die Ha�notiz -en 

self-adhesive note 

der Ha�streifen - 

self-adhesive strip 

der Bleisti�spitzer - 

pencil sharpener 

der Radiergummi -s  

eraser 

der Bleisti� -e 

pencil 

DAS BÜRO  THE OFFICE  

Der Bürobedarf O�ce supplies 



书                  名 ISBN 作    者 定 价 订数图书分类

德语综合教程 1 

德语综合教程·练习册 1

德语综合教程 2 

德语综合教程·练习册 2

德语综合教程 3 

德语综合教程·练习册 3

德语综合教程 4 

高级德语 1

高级德语 2

高级德语 3

大学德语教程（三年级上册）

大学德语教程（三年级下册）

德语听力教程 1·学生用书

德语听力教程 1·教学参考

德语听力教程 2·学生用书

德语听力教程 2·教学参考

德语听力教程 3·学生用书

德语听力教程 3·教学参考

高级德语视听说

德语口语教程 1

德语口语教程 2

中德文化阅读教程

德语阅读教程 1

德语阅读教程 2

德语阅读教程 3

德语阅读教程 4

新编德语报刊阅读

德语基础写作

新德汉翻译教程（第二版）

德语国家国情文化

德国概况

德语国家社会与文化

中国文化简明教程（德语版）

德语语音教程

现代德语词汇学

德语词汇学概论

德语语法教程：形式与功能

跨文化研究入门

经济德语

经济德语·教师用书

商务德语

德语天天学

新公共德语（上册）

新公共德语（下册）

德语轻松学（上册）

德语轻松学（下册）

陈壮鹰 等

陈壮鹰 等

黄克琴 等

黄克琴 等

孔德明 等

孔德明 等

魏育青 范捷平 等

陈晓春 等

陈晓春 等

蔡幼生

徐智儿 

徐智儿

钱敏汝 等

钱敏汝 等

钱敏汝 等

钱敏汝 等

钱敏汝 等

钱敏汝 等

郑华汉 等

钱敏汝 等

钱敏汝 等

赵 倩

冯亚琳 等

冯亚琳 等

冯亚琳 等

冯亚琳 等

Stefan Sklenka 梁珊珊

朱 佳 等

王京平 杨帆

Uta Matecki

过文英 胡凯 姚宝 

刘 炜 魏育青 

许宽华 徐小清

李 媛 等

张 帆 卢铭君 

张 帆 卢铭君

刘齐生 胡忠利

巫莉丽

赵 劲 等

赵 劲 等

Josef Wergen等

郑 峻 陈亚芹

桂乾元 等

虞龙发 等

Renate Luscher

Renate Luscher

￥39.00 

￥16.00 

￥42.00 

￥21.00 

￥45.00 

￥21.00 

￥43.00 

￥28.00 

￥29.00 

￥32.00 

￥11.50 

￥16.00 

￥33.00 

￥20.00 

￥37.00 

￥29.00 

￥34.00 

￥22.00 

￥42.00 

￥22.00 

￥40.00 

￥40.00 

￥20.00 

￥26.00 

￥33.00

￥38.00 

￥43.00 

￥49.00

￥45.00 

￥42.00 

￥36.00 

￥25.00 

￥46.00 

￥32.00 

￥58.00

￥18.00

￥30.00 

￥48.00 

￥30.00 

￥25.00 

￥35.00 

￥32.00

￥32.00 

￥33.00 

￥26.00 

￥26.00 

9787544605144

9787544614894

9787544606011

9787544616669

9787544609005

9787544628488

9787544612586

9787544627825

9787544630641

9787544635875

9787810465045

9787810465274

9787544606257

9787544606264

9787544614016

9787544614009

9787544627566

9787544627559

9787544636469

9787544604130

9787544609241

9787544657839

9787544604666

9787544605113

9787544606493

9787544612449

9787544650182

9787544660266

9787544661126

9787544641357

9787544614351

9787544626125

9787544640657

9787544634281

9787544665353

9787544621403

9787544640411

9787544649377

9787544623971

9787544627900

9787544654586

9787544643771

9787544634106

9787544639163

9787544641685

9787544649599

专业教材·精读

专业教材·听

专业教材·视听说

专业教材·说

专业教材·读

公共德语和
自学教材

DaF教材

中学教材教辅

专业教材·报刊阅读

专业教材·写作

专业教材·笔译

专业教材·词汇学

专业教材·语法

专业教材·跨文化交际

专业教材·经济知识

专业教材·国情

专业教材·中国文化

专业教材·语音

专业教材·商务写作

书                  名 ISBN 作    者 定 价 订数图书分类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1 学生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1 练习与测试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1 词汇手册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1 教师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2 学生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2 练习与测试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2 词汇手册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A2 教师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B1 学生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B1 练习与测试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B1 词汇手册

交际德语教程（第二版）B1 教师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B2/1 学生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B2/1 练习与测试

交际德语教程B2/1 词汇手册

交际德语教程B2/2 学生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B2/2 练习与测试

交际德语教程B2/2 词汇手册

交际德语教程B2 教师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C1 学生用书

交际德语教程C1 练习册

交际德语教程C1 词汇手册

交际德语教程C1 教师用书

快乐德语（第一册）学生用书 

快乐德语（第一册）练习册 

快乐德语（第一册）教师用书

快乐德语（第二册）学生用书 

快乐德语（第二册）练习册 

快乐德语（第二册）教师用书

快乐德语（第一/二册）学业测试 

快乐德语学习指南A1

快乐德语（第三册）学生用书 

快乐德语（第三册）练习册 

快乐德语（第三册）教师用书

快乐德语（第四册）学生用书 

快乐德语（第四册）练习册 

快乐德语（第四册）教师用书

快乐德语（第三/四册）学业测试 

快乐德语（第五册）学生用书 

快乐德语（第五册）练习册 

快乐德语（第五册）教师用书

德语C1学生用书

德语G1学生用书

德语词汇强化训练A1

德语词汇强化训练A2

德语词汇强化训练B1

Hermann Funk等

Rita Niemann等

毛小红 黄惠芳 等

Andy Bayer等

Hermann Funk等

Rita von Eggeling等

黄惠芳

Andy Bayer等

Hermann Funk等

Rita Eggeling等

黄惠芳

Christine Becker等

Christina Kuhn等

Rita Maria Niemann等

黄惠芳

Christina Kuhn等

Rita Maria Niemann等

Britta Winzer-Kiontke

Christina Kuhn等

Christina Kuhn等

黄惠芳

Christina Kuhn等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

Jarmila Antosova

刘惠宇 等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

Grammatiki Rizou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等

Friederike Jin

李 媛 等

赵 劲 等

Christiane Lemcke等

Sabine Werner等

Arwen Schnack

￥69.00 

￥33.00 

￥23.00 

￥31.00 

￥69.00 

￥30.00 

￥28.00 

￥40.00 

￥69.00 

￥35.00 

￥22.00 

￥34.00 

￥56.00 

￥16.00 

￥22.00

￥58.00 

￥18.00

即将出版 

￥45.00 

￥42.00 

￥48.00

￥18.00

￥38.00

￥39.00 

￥25.00 

￥28.00 

￥39.00 

￥25.00 

￥23.00 

￥25.00 

￥23.00 

￥38.00 

￥25.00 

￥20.00 

￥38.00 

￥25.00 

￥24.00 

￥25.00 

￥48.00 

￥25.00 

￥30.00

￥32.00

￥36.00

￥28.00 

￥28.00 

￥33.00 

9787544642651

9787544642637

9787544643078

9787544642668

9787544646222

9787544649384

9787544647342

9787544649612

9787544650564

9787544650045

9787544650427

9787544650571

9787544642699

9787544642681

9787544657051

9787544643016

9787544643009

9787544645041

9787544656948

9787544657648

9787544659864

9787544656955

9787544655040

9787544655262

9787544618731

9787544655224

9787544655279

9787544620567

9787544655316

9787544639682

9787544655231

9787544655286

9787544621229

9787544655248

9787544655293

9787544621045

9787544655323

9787544655255

9787544655309

9787544625302

9787544651226

9787544648721

9787544654593

9787544655507

9787544666879

教辅·知识掌握（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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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ISBN 作    者 定 价 订数图书分类

德语词汇强化训练B2

德语天天练

德语常用动词变位与用法

图解德语语法

德语语法强化训练A1

德语语法强化训练A2

德语语法强化训练B1

德语语法精讲精练

新编德语语法（第二版）

新编德语语法精练

德语基础语法

德语基础语法轻松练

德语写作强化训练A1/A2

德语写作强化训练A2/B1

德语写作强化训练B2

职场德语写作

德语听说强化训练A1/A2

职场德语口语——常用句型1000例

译家之言：德语口译

PGG考试精讲精练：听力与阅读

德语专四语法难点解析

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大纲（附样题和答案）

全新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指南

歌德证书A1备考指南 

歌德证书A2备考指南（新题型版）

歌德证书B1备考指南（新题型版） 

歌德证书B2备考指南（新题型版）

歌德证书C1备考指南 

歌德青少年证书备考指南 A1/A2 

德福备考教程

 

德福备考教程（教师手册）

德福备考·核心攻略与模拟试题 

Arwen Schnack

Lisa Dörr等

Eva Maria Weermann等

古巴诺娃-米勒等

Christiane Lemcke等

Christiane Lemcke等

Christiane Lemcke等

Achim Seiffarth

蔡幼生 江燮松

王雪英 等

Hermann Funk等

Friederike Jin等

Elke Burger等

Elke Burger等

Dr. Sandra Hohmann

Josef Wergen等

Tanja Sieber

Hans-Heinrich Rohrer等

黄霄翎

孔德明 等

景艳燕 等

王京平 等

朱 锦 等

德语专业八级考试中心

全国大学德语考试设计组 编

全国大学德语考试设计组 编

Johannes Gerbes等

Brigitte Schaefer等

Johannes Gerbes等

Heide Stiebeler等

Evelyn Frey等

Gerhard Neuner等

Ksenija Fazlic-Walter等

33.00 

18.00 

28.00 

68.00 

28.00 

33.00 

33.00 

39.00 

32.00 

20.00 

15.00 

28.00 

28.00 

28.00 

33.00 

35.00 

38.00 

32.00 

28.00 

￥20.00

￥59.00

￥35.00

￥42.00

￥38.00 

￥39.00 

￥32.00

 

￥30.00

￥10.00

￥22.00

￥30.00 

￥39.00 

￥35.00 

￥45.00

￥28.00 

￥33.00 

￥33.00 

￥18.00 

￥34.00 

9787544666886

9787544639460

9787544640060

9787544651639

9787544655163

9787544655170

9787544655187

9787544651660

9787544617932

9787544621199

9787544635103

9787544630887

9787544654692

9787544654685

9787544666893

9787544630061

9787544654678

9787544628754

9787544625968

9787544633482

9787544648875

9787544633550

9787544655088

9787544656962

9787544667302

9787544639149

9787544625852

9787544617598

9787544618106

9787544627085

9787544653756

9787544647335

9787544661546

9787544628426

9787544627870

9787544628228

9787544628235

9787544616997

教辅·知识掌握

（语法）

教辅·知识掌握

（写作）

考试辅导·德语专业

教辅·技能训练（听说）

教辅·职场德语（口语）

教辅·技能训练（口译）

考试辅导·德语专业四级

外教社德语悦读系列·A1

外教社德语悦读系列·A2

外教社德语悦读系列·B1

外教社德语悦读系列·B2

外教社走近经典

德语阅读系列

外教社德语少儿悦读系列

外教社德汉双语
中国故事系列

学术著作·文学研究

考试辅导·德语专业八级

大学德语四、六级

考试辅导·歌德证书

考试辅导·赴德留学

考试辅导·赴德留学

书                  名 ISBN 作    者 定 价 订数图书分类

德福考试高分指南 

德福写作训练

留学德国听说教程

外教社德语少儿悦读系列.第1级：大萝卜

外教社德语少儿悦读系列.第2级：猫头鹰之歌

外教社德语少儿悦读系列.第3级：彼得与狼

邻居

木乃伊的咒语

金发艾克贝尔特

足球无国界

巴赫

白玫瑰绍尔

人靠衣装

爱因斯坦

威廉·退尔

礁石旁的房屋

白马骑士

彼得·施莱米尔的神奇故事

变形记

歌德

一个无用人的生涯

莫扎特

艾菲·布里斯特

痴儿西木传

尼伯龙根之歌

睡魔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俾斯麦亲情信札 

共产党宣言 

爱因斯坦晚年集 

雀巷纪事 

迷惘与混乱 

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 

人生的智慧箴言 

中国十二生肖故事（德汉双语）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德汉双语）

歌德全集（德文版）

余匡复文集

德国文学史(修订增补版)（上、下卷）

德语文学名著便览

Jörg-Matthias Roche等

谷 菁

包俏俏 陈怡安

Ruth Hobart等

Ruth Hobart等

Cinzia Medaglia等

R. Böttcher等

Ludwig Tieck

Sabine Werner

Gottfried Keller

Achim Seiffarth

Gottfried Keller

Sabine Werner

Sabine Werner

Achim Seiffarth

Theodor Storm

Adelbert von Chamisso

Franz Kafka

Achim Seiffarth

Joseph von Eichendorff

Sabine Werner

Theodor Fontane

H.J.Ch. von Grimmelshausen

Achim Seiffarth

E.T.A. Hoffmann

Rainer Maria Rilke等

Otto von Bismarck等

Karl Marx等

Albert Einstein等

Wilhelm Raabe等

Theodor Fontane等

Eduard Mörike等

Arthur Schopenhauer等

陈虹嫣 等

Johann Wolfgang Goethe等

郑霞 陈虹嫣 殷瑜

陈琦 孙瑜 卞虹

余匡复

余匡复

卫茂平 胡一帆 等

￥38.00 

￥28.00 

￥42.00 

￥89.00

即将出版

￥89.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14.00 

￥17.00 

￥16.00 

￥22.00 

￥21.00 

￥24.00 

￥12.00 

￥23.00

￥42.00

即将出版

￥9800.00

￥118.00

￥88.00

￥68.00

￥80.00 

￥180.00 

￥27.00 

9787544629454

9787544639415

9787544650410

9787544666213

9787544666220

9787544664585

9787544664172

9787544664554

9787544663830

9787544664141

9787544664158

9787544664165

9787544659277

9787544659260

9787544663854

9787544663816

9787544663847

9787544659840

9787544659871

9787544663823

9787544659826

9787544664561

9787544664547

9787544663861

9787544664578

9787544612098

9787544611916

9787544612104

9787544611602

9787544615822

9787544616171

9787544616478

9787544622035

9787544661553

9787544644136

9787544658225

9787544656054

9787544657358

9787544644341

9787544625876

9787544640626

34

德

语

 
 

图

书

总

目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与解析
（2016-2018）

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大纲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四、
八级考试中心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四级
考试中心

全国德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与解析
（2009-2012）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与解析
（1997-2004）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基础阶
段测试组

教育部直属同济大学
留德预备部

教育部直属同济大学
留德预备部

全国德语专业八级考试真题与解析
（2009-2011）

全国德语专业八级考试真题与解析
（2012-2014）

歌德全集.第8卷：青年维特的痛苦、
亲和力、小散文、叙事诗

歌德全集.第28卷：书信、日记及谈话
（1764-1775）

歌德全集.第36卷：书信、日记及谈话
（1819-1822）

卫茂平 胡一帆 
高中甫 黄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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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文学研究

书                  名 ISBN 作    者 定 价 订数图书分类

君特·格拉斯小说研究

黑塞研究

滔海寄沫——杨建文诗集（汉德双语）

当代中国德语专业教育研究报告

德国国家教育报告（2006）

德国国家教育报告（2008）

德国国家教育报告（2010）

德国国家教育报告（2012）

德国国家教育报告（2014）

当代德国职业教育研究

走近你我——中德大学生人文交流 

文化视角下的欧盟成员国研究：德国

德译中国古代短文选

德译中国神话故事

老残游记（汉德对照）

中德文化关系评论集

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

中德文学因缘

辽远的迷魅——关于中德文化交流的读书笔记

扬子－莱茵——搭一座文化桥

德国学理论初探——以中国现代学术建构为框架

德国哲学、德国文化与中国哲理

外教社德英汉图解词典

现代德语学习词典

外教社简明德汉－汉德词典

简明德汉惯用语词典

冯亚琳

张佩芬

杨建文

姜 锋 等

姜 锋 等

姜 锋 等

姜 锋 等

Erich Thies等

陈虹嫣 主编

戴启秀 王志强

张佳珏 

桂乾元 等

刘 鹗 Hans Kühner

叶 隽 

叶 隽 

吴晓樵

单世联

叶廷芳

叶 隽 

张祥龙

SFLEP · PONS

PONS

江燮松 等

吴永年 郑寿康 

￥28.00 

￥23.00 

￥128.00 

￥22.00 

￥110.00 

￥110.00 

即将出版

￥110.00 

￥110.00 

￥68.00

￥58.00 

￥45.00 

￥40.00 

￥52.00 

￥156.00 

￥15.00 

￥23.00 

￥24.00

￥28.00 

￥35.00

￥20.00

￥28.00 

￥58.00 

￥98.00 

￥45.00 

￥43.00

9787544620550

9787544601801

9787544664004

9787544605717

9787544664028

9787544667012

9787544646949

9787544646956

9787544651912

9787544659680 

9787544617482

9787544613897

9787544636513

9787544646635

9787544608664

9787544609487

9787544608688

9787544609142

9787544608206

9787544624046

9787544624695

9787544644501

9787544605328

9787810958790

9787810959933

学术著作·教育研究

学术著作·国际问题研究

大中华文库

中德文化丛书

外教社中国文化
汉外对照丛书

工具书

德

语

 
 

图

书

总

目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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