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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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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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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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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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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选题研发与推广的部门。自建社以来，推出日、俄、法、德、

西、阿、韩、葡、意等多个语种的教材、教辅、考辅、读物、学术著作、工具书、数字产品等各类出版物1000

余种，100余种图书荣获国家和省部级奖项，形成了专业外语、公外二外三外、职业外语、基础外语全覆盖的完

整产品体系。

外语界数百位专家精心编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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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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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和上海图

书奖一等奖；《新编日语》荣获国家教委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新编日汉翻译教程》荣获全国高校优秀教

材二等奖；《日语听解教程》《德语综合教程》《俄罗斯文学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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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被评为国家精品教材；《葡萄牙语综合教程》荣获中国外语非通用语

优秀教材一等奖、上海高校优秀教材奖；新世纪高等学校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专业本科生教材荣获上海

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二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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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歌德全集》汉译本、“一带一路”国家当代文学精品译库陆续出版，许多精品图

书亮相国际舞台。外教社中学多语种系列教材、外语天天学、《交际德语》《新公共法语》等广受读者欢迎。

多语部将不断推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优质产品，为外语教学科研提供更多服务和支持，为新时代“多语种+”

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做出更大贡献！

多语种事业部简介

目   录

小程序

新书新新 奖奖
获奖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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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西班牙语听力

西班牙语口语

西班牙语阅读

西班牙语国家概况

西班牙语写作

可供选择书目

西班牙语专业方向课程

课程名称

语言学

文学

文化

可供选择书目

西班牙语口笔译

西班牙语语法

CURSO DE FON�TICA ESPA�OLA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世纪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总主编  陆经生

新新

新新 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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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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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第一套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世纪高等学校西班牙语本科生系列教材   陆经生 总主编

国内自西班牙语专业教学开展50多年来，首次根据中国学生特点编写的一套听力教材，具有

较好的系统性。教材共5册，目前已出版1—4册，每册共16课。

1—3册分别设有热身、听力与理解、听力与表达、听写以及强化练习等5个部分。内容丰富

实用，语言纯正地道，练习形式多样，力图使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知识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语言应用

能力和交际沟通能力。

西班牙语听力教程 Aprender español escuchando

推陈出新，融合传统与现代教学理念

特色鲜明，人文、科学知识融入教材

体系完备，品种齐全，涵盖知识、技能、文化等科目

精心雕凿，全国主要高校西班牙语骨干教师倾力奉献

西班牙语听力教程 1

西班牙语听力教程 2

西班牙语听力教程 3

西班牙语听力教程 4

978-7-5446-1273-9

978-7-5446-1713-0

978-7-5446-1995-0

978-7-5446-2328-5

刘建 李放 温大琳

刘建

刘建

刘建

￥37.00

￥38.00

￥40.00

￥41.00

这是一套供西班牙语本科专业基础阶段使用的口语教材，旨在通过系统、连贯的口语训练，

培养学生的西班牙语口头表达能力。教材含学生用书两册及教师用书一册。学生用书每册17课，

两册共34课。

该书以一名初到西班牙留学的中国学生生活和学习情况为主线，将其生活中的各个场景作为

各课主题，由浅入深地展开。通过结合仿真的语言环境科学锻炼学生的口语能力，提高学生在日

常交际过程中的反应能力和思辨能力，培养学生在交流中学习异国文化、介绍本国文化的跨文化

交际意识。

西班牙语口语教程 ¡Hablemos español!

西班牙语口语教程 学生用书（上） 

西班牙语口语教程 学生用书（下） 

西班牙语口语教程 教师用书 

978-7-5446-2481-7

978-7-5446-2484-8

978-7-5446-2482-4

何仕凡 陈芷  等

何仕凡 陈芷  等

何仕凡 陈芷  等

￥25.00

￥25.00

￥33.00

奖奖

奖奖

03

我国第一套相对成体系的西班牙语阅读教材，旨在培养学生的书面阅读能力，帮助他们掌握阅

读方法，广泛接触语言现象，积累语言知识，扩大词汇量，丰富文化知识及人文科学等领域的相关

知识，提高对西班牙语原文的理解能力和阅读速度。

教材共4册，供高校西班牙语专业第二至第五学期使用，每册18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3篇课文

和配套注释练习。阅读课文选用语言规范、内容生动、贴近生活、具有时代感的西班牙语原文作

品，题材广泛，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步增加阅读量。

西班牙语阅读教程 Lectura en español 

该书试图展现西班牙语报刊的全貌，提供一个观察报刊文章的视角和分析新闻的方法，使学

生初步了解西方报刊新闻的主要特点，增进学生分析和独立调研的能力，帮助他们提高获取信息

的效率和质量。

全书共17个单元，按西语国家主流报纸版面设置安排，依据消息类、报道类及言论类等新闻

三大类基本文体选材，具有时代感。本书提供4个附录，包括本书设计框架、西班牙及拉美国家主

要平面媒体的网页链接等，供师生查阅。

西班牙语报刊导读 La prensa escrita hispánica —introducción a la lectura

西班牙语阅读教程 1

西班牙语阅读教程 2

西班牙语阅读教程 3

西班牙语阅读教程 4

978-7-5446-1116-9

978-7-5446-1301-9

978-7-5446-1714-7

978-7-5446-1855-7

刘长申 卢云 张力

于漫 缪建华

史青 徐蕾

孙新堂

￥31.00

￥38.00

￥41.00

￥51.00

西班牙语报刊导读 978-7-5446-0749-0 刘元祺 ￥45.00

该书共19课，每课包含口译练习和视译练习各两篇、翻译理论与技巧及复习与巩固练习。课

文收入了接见、宴请、咨询、祝辞、论坛、演讲、座谈会及领导人讲话等口译形式，内容涉及气

候变化、环境保护、全球经济与贸易、货币与金融、可再生资源、世博会与城市发展、孔子与孔

子学院等热门话题，并且更新了中国传统节日、中国外交、交通、广交会等传统题材，兼具时代

性与多样性。

该书适用于高校本科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本书除作为教材使用之外，还可作为自学材料和

口译实务训练指南。

高级西班牙语口译教程 Curso avanzado de interpretación de español

高级西班牙语口译教程 978-7-5446-2510-4 常世儒 ￥59.00

该书适用于西班牙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指导课或作为毕业论文写作指导用书。全书共八章，

包含导论、毕业论文的选题、文献调研与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的撰写、研究方法的应用以及毕业

论文的格式等内容。每章还配有学习笔记、样例和练习，书后附有术语检索表和参考答案。此

外，本书还选编了部分西班牙语专业本科论文选题和优秀本科论文，供学习者参考。

该书配套PPT电子课件。

西班牙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指导 
¿Cómo se elabora un trabajo de fin de grado? 
Guía práctica para alumnos de español                    

西班牙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指导 978-7-5446-6699-2 曹羽菲 ￥36.00

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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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16个单元，以经济、政治、社会演变为基点，对拉美文化在历史中的缘起和流变进行

梳理，突出其社会发展的跳跃性、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以及最后融合的发展进程，从而揭示拉美

文化的多元、独特、外向、开放的民族特征，尽可能全面地介绍其文化成果。

该书是供高校西班牙语专业高年级拉美文化及概况课使用的教材，对拉丁美洲文化爱好者们

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拉美文化概论 Panorama histórico-cultural de América Latina

拉美文化概论 978-7-5446-1288-3 李多 ￥37.00

该书主要介绍西班牙语词汇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包括词的基本概念、西班牙语词汇的起源

与形成、西班牙语词汇发展的各种主要途径、词的意义、习语、西班牙语词汇的地区和国别特征

及词典编纂等，能使学习者了解西班牙语词汇的形成、演变和现状，能够对语言中出现的各种词

汇问题进行合理的分析和科学的解释，同时提高运用西班牙语的能力。

西班牙语词汇学导论 Introducción a la lexicología del español

西班牙语词汇学导论 978-7-5446-2777-1 马联昌 周为民 ￥26.00

该书引进自西班牙ANAYA出版社，是一部面向广大高校西班牙语专业学生和社会学习者的文

学教材。全书共14个单元，以世界历史进程为轴，介绍了自中世纪至现当代的主要西班牙语文学

流派、代表作家及其作品，集文论、文史和选读于一体，兼顾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以交际法

和翻转课堂理念为指导，针对传统文学课的难点和痛点进行了全面优化，配有大量专题讨论和互

动练习，为教师提供完整的课堂教学解决方案。

该书各单元均配有电子教案和助学资料。

西班牙语文学教程 Curso de literatura            

西班牙语文学教程 978-7-5446-6768-5
M.a Ángeles Álvarez 

Martínez等
￥79.00

该书可供高校西班牙语专业语音课使用，也可作为基础阶段精读课语音训练的辅助教材。全

书共15课。前4课为基础理论部分，介绍语音学的学科概貌和基础概念。后11课介绍西班牙语语音

系统，按照元音、辅音、超音段特征的顺序进行专项讲解和训练。该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内容针对性强，易于使用，辅以生动、多样的课堂和课后训练，可有效改善学习者的语音、语

调，提高整体发音品质。

西班牙语语音教程 Curso de fonética española 

西班牙语语音教程 978-7-5446-6779-1 沈   怡 即将出版

该书共16个单元，分别从西班牙的地理、历史、政治体制、当前政治局势、经济状况、宗

教、艺术、文化娱乐、节日与习俗、社会、教育、行为规范及主要媒体等方面展开介绍。

每个单元由一篇中文导读引出话题，在主课文展开的过程中，学生可借助页边的辅助信息开

展学习，每两页中出现的词汇角通过词汇形式与意义的历时演变，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现代西班

牙语。单元后附有相关注释和词汇表、练习、参考资料及网站，并安排了扩展阅读，深入探讨课

文中所提及的话题，提供读者最全面的西班牙文化信息。

该书既可作为高校西班牙语专业基础阶段西班牙文化及国情课教材，也可作为学习者了解西

班牙概况的阅读材料。

西班牙概况 Panorama histórico-cultural de España

西班牙概况 978-7-5446-2799-3

Mariona Anglada
Antonio Alcoholado

唐雯
￥34.00

该书围绕中国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主题，以介绍中国优秀的文化亮点为主线，使学生通过对

素材的学习和领悟，体会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培养民族自豪感，陶冶审美情操，弘扬中华民族

的优秀品质和人文精神。

该书涵盖了12个文化主题，每个主题下分若干篇课文，每篇课文后附有词汇表和相关思考

题。书中撷取中国文化最为典型的侧面，从国家与民族、宗教信仰、思想哲学、伦理道德、语言

文字、文学艺术、风俗饮食、工艺美术、体育活动和中医等方面进行介绍，既适用于高校西班牙

语专业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也可作为西语国家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的读本。

中国文化简明教程（西班牙语版） Cultura china

中国文化简明教程（西班牙语版） 978-7-5446-2923-2 张鹏 倪茂华 ￥42.00

该书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如何用西班牙语讲述中国节日文化的教材。全书共八个课程模块，涵

盖中国的八大节日：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和国庆，讲述每个节日的起

源、特点和习俗，强调节日所呈现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比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

谐、中国人的家庭观、中国人的“孝”、爱国主义情怀和无我利他的精神等。本教材对接国家战

略，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梦的现实载体。

该书配套精美微课视频。

中国节日文化：汉西双语教程 
Introducción a las fiestas chinas y sus connotaciones culturales 

中国节日文化：汉西双语教程 978-7-5446-6551-3 陈芷 陈旦娜 陆恺甜 杨明 ￥52.00

该书是国内首部西班牙语、汉语双向笔译教材，结合了国内外先进翻译理论和实践。全书共6

篇，分别介绍翻译原理、语义分析和信息翻译、西汉语言对比、汉西翻译方法、西汉翻译方法和

翻译理论背景等知识。其中汉西和西汉翻译方法包含大量翻译实例和讲解。

该书适用于高校西班牙语专业高年级或研究生西汉、汉西笔译类课程。

西汉互译教程 Curso de traducción bidireccional entre español y chino

西汉互译教程 学生用书

西汉互译教程 教师用书

978-7-5446-5823-2

978-7-5446-5824-9

孟继成

孟继成

￥98.00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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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1上）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1下）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2上）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2下）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3上）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3下）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4上）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4下）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5）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6）学生用书

978-7-5446-4728-1

978-7-5446-4939-1

978-7-5446-4917-9

978-7-5446-4960-5

978-7-5446-5797-6

978-7-5446-5796-9

978-7-5446-5706-8

978-7-5446-5707-5

978-7-5446-5038-0

978-7-5446-5050-2

于 漫 等

于 漫 等

于 漫 等

于 漫 等

王 婷 等

王 婷 等

张钟黎 等

张钟黎 等

周 颖 等

曹羽菲 等

￥31.00

￥31.00

￥31.00

￥32.00

￥36.00

￥37.00

即将出版

即将出版

￥49.00

￥45.00

外教社中学多语种系列教材《西班牙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和全面发展为目标，围绕西班牙语

学科的四大核心素养进行设计，遵循科学性、系统性、人文性、多样性和创新性的原则。以学生为教学中心和主体，

注重培养中西文化双向交流能力和思维能力，兼顾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内容，关注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根据西

班牙语教学目标和规律，从科学教学的策略和整体育人的效果出发，综合运用传统及现代教学法。突出多媒体手段在

中学西班牙语教学中的应用，培养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实践能力，适应信息时代和知识社会的新要求。

教材按照《西班牙语课程标准》的级别要求，共分六级。包括学生用书、教师用书、练习答案及相关音频、视频

和网络资料。通过多样化教学任务的设计，合理安排“听、说、读、写、视”五项单项技能和多技能融合训练。促进

师生互动、学生合作、拓展实践。

外教社中学多语种系列教材  西班牙语 Español

课
程
级
别

课
程
类
型

主
干
教
材

1级 4级 6级

必修I

2级

必修II

3级

必修III 必修IV 选修

5级

选择性

必修

权威打造 汇聚全国一线名师力量     精心雕琢 体现中学课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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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创造 实现自主学习

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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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西班牙语教程 El curso en vivo

978-7-5446-4296-5

978-7-5446-4297-2

978-7-5446-5974-1

978-7-5446-4380-1

978-7-5446-4381-8

978-7-5446-4914-8

978-7-5446-5034-2

Olga Balboa Sánchez等

Palmira López Pernía等

战争凤凰

Lourdes Gómez de Olea等

Marlies Heydel等

Elisabeth Graf-Riemann等

Marlies Heydel等

￥58.00

￥20.00

￥58.00

￥58.00

￥20.00

￥72.00

￥20.00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系我社自欧洲著名的外语教育出版社柯莱特-朗氏出版公司（Klett-Langenscheidt）引

进的一套面向青少年和成人的零起点西班牙语学习教程，共有A1、A2、B1三个级别，对应《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

架》的分级机制。每个级别均包含“学生用书”和“教学参考”各一册。

该系列具有如下特点：

1. 关于编写理念。教程以交际主题作为框架结构，精选了生动有趣的主题和形式多样的文本类型，配以富于变

化的练习形式，为西班牙语学习者在课堂上营造真实的交际场景。教程十分注重学习者自主学习策略的讲解，可帮

助学习者掌握学习技巧。

2. 关于编写体系。教材的梯度结构相当清晰，符合循序渐进的教学和学习原则。

3. 关于内容构成。“学生用书”每个级别各12个单元，每个单元均由“课程部分”（主要用于课堂教学）和

“练习部分”（主要用于课后自学）组成。每四单元后设有一个“阶段小结”“语言游戏”“学习策略”“自我评

测”和“语言训练”（A1级偏重语音，A2级偏重书写，B1级偏重交际）等内容。附录含一套对应语言级别的结业

测试题、语法一览、参考答案、听力录音文字及词汇表等。“教学参考”为教师备课提供必要的指导。书中详细介

绍了“学生用书”的编写理念和总体结构，并列出具体单元的学习重点和教学目标、补充练习、教学建议、课程部

分参考答案、听力录音文字以及国情文化内容等。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 El curso en vivo 

教师参考 课程精解学生用书
品种 

级别

A1

A2

B1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A1学生用书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A1教学参考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A1课程精解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A2学生用书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A2教学参考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B1学生用书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B1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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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常用动词变位与用法》共收入74个常用动词的各种变位形式，配以例句、用法以

及具有共同变位规则的动词。开篇介绍了西班牙语语法简况。附录罗列了西班牙语最常用的1876

个动词，其变位规则与正文的74个动词变位形式融合联动，方便读者检索。图书讲练结合，另设

有自我测试供学习者巩固所学知识。配套音频可供读者模仿，加深对动词变位形式的记忆。

西班牙语常用动词变位与用法 La conjugación de verbos en español

西班牙语常用动词变位与用法 978-7-5446-3872-2 Pilar Pérez Cañizares 等 ￥28.00

《西班牙语语法一点通》共收入300个中国西班牙语学习者在语法学习过程中容易遇到的困惑

和难点，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将这些语法知识及其所包含的语言发展和文化内涵展现给读者，试

图帮助读者尽快熟悉和掌握最新的西班牙语语法规则。本书除语法知识以外，还引入了一些正字

法和词汇辨析内容。

西班牙语语法一点通 Trescientas dudas frecuentes del español

西班牙语语法一点通 978-7-5446-3953-8 陆恺甜 ￥23.00

有趣的语言游戏和丰富的阅读材料

一周七天，天天练习你的西班牙语

每周一至周五玩转填词游戏和语法练习

每周六小自测，检验学习成果

每周日阅读有趣的文化小知识

随书附赠实用旅行小词典

西班牙语天天练 Cada día un poco de español（A1-B1）

西班牙语天天练 978-7-5446-3947-7 Andrea Bucheli 等 ￥18.00

西班牙语天天学 978-7-5446-4457-0 谢宇 王斐 ￥36.00

该书引进自西班牙SGEL出版社，共13个单元，每个单元集中介绍一种写作类型，分别有表格

（问卷）、信函、广告、清单、便条、日记（报告）、简历、明信片等应用文，涉及的文体有描

写、叙述、议论等。在教会学生写作技能的同时，还传授西班牙语写作的知识，如标点的使用、

正字法、重音、间接引语等。

该书适合B1-B2或中级水平的读者使用，可作为高校写作课教材或供自学者使用。

实用西班牙语写作 Escribe en español

实用西班牙语写作 978-7-5446-3648-3
Carmen Arnal

Araceli Ruiz de Garibay
￥23.00

囊括所有重要的西班牙语语法规则和结构

语法讲解简明扼要

例证丰富，图文并茂

关键词索引详尽，便于查找

适应欧标A1-B1水平

轻松练边学边练，逐个击破西语语法重点和难点

既适合课堂使用，又适合自学训练

西班牙语基础语法 Gramática concisa（A1-B1）

西班牙语基础语法 978-7-5446-3665-0 Wolfgang Halm ￥15.00

囊括所有重要的西班牙语语法规则和结构

语法讲解简明扼要

例证丰富，图文并茂

关键词索引详尽，便于查找

西班牙语基础语法轻松练 Gramática sin problemas（A1-B1）

西班牙语基础语法轻松练 978-7-5446-3958-3 Gloria Bürsgens ￥26.00

￥68.00

一图胜千言。该书引进自德国PONS出版社并加以改编，改变了纯文字解释语法的形式，利用

图片、示意图等视觉形式，使复杂枯燥的西班牙语语法规则更加清晰，让西班牙语语法学习变得

有趣和高效。

图解西班牙语语法 Gramática en imágenes

图解西班牙语语法 978-7-5446-5975-8 Iván Reymóndez Fernández

2500个B1必备词，助力DELE考试

22个欧标主题分类，降低词汇记忆难度

例句内容生动实用，帮助提高交际水平

爱背单词移动应用，让你从此爱上背单词

西班牙语基础词汇练习 978-7-5446-4298-9
Jesús Sánchez Lobato

Rosana Acquaroni Muñoz
￥26.00

西班牙语基础词汇练习 Vocabulario ELE (A1-B1) 

本书以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为话题，从主题入手，通过纸质书和

移动互联网相结合，帮助学习者快速学习、掌握词汇和表达，达到短期

内能听会说的交际目的。

小程序+纸质书  零起点数字化自学教程

西、英、汉三语对照  每天学一点，成绩看得见

西班牙语天天学 Easy Spanish 

该书注重实践性，不过多着墨于理论性的描述，对有实践意义的各种西班牙语语法现象作了深

入浅出地描述，突出了中国学生难以掌握的语法点。在编写体系上不拘一格，书中采用新的语法术

语，对传统语法系统作了适当的调整，反映了西班牙语语言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

西班牙语实用语法新编（增补本）Gramática de uso práctico del español

西班牙语实用语法新编（增补本） 978-7-5446-6003-7 孙义桢 张婧亭 ￥59.00

新新 新新

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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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分级技能训练》系西班牙enCLAVE-ELE出版社出版的针对《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

架》所编写的技能训练丛书。系列共4册，分别对应A1、A2、B1、B2四个级别，将语言技能分为

听力理解、口头表达、口头交际、阅读理解、书面表达和应用文写作6大类（B1、B2级别还包含

口头转述和书面转述两项技能）。每一类别设置了形式多样的练习，供学习者训练和巩固该级别

的相应技能，技能的划分完全符合《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规定，是市场上唯一一套以技能

为主线的西班牙语分级训练丛书。

西班牙语分级技能训练 Actividades para el MCER

西班牙语分级技能训练A1 

西班牙语分级技能训练A2 

西班牙语分级技能训练B1 

西班牙语分级技能训练B2

978-7-5446-5731-0

978-7-5446-5732-7

978-7-5446-5733-4

978-7-5446-5734-1

María Antonieta Andión 等

María Antonieta Andión 等

Lidia Lozano 等

Sara Robles 等

￥36.00

￥36.00

￥36.00

￥36.00

西班牙语DELE证书备考指南 A2

西班牙语DELE证书备考指南 B1

西班牙语DELE证书备考指南 B2 

978-7-5446-5596-5

978-7-5446-5607-8

978-7-5446-5616-0

978-7-5446-5617-7

Ernesto Puertas

Ernesto Puertas

Ernesto Puertas

Ernesto Puertas

￥35.00

￥52.00

￥35.00

￥35.00

《西班牙语DELE证书备考指南》为目前西班牙本土出版的针对DELE证书考试（作为外语的

西班牙语水平证书）备考内容最完整的一套丛书。该丛书作者均为塞万提斯学院资深教师，具有

多年教学和指导DELE考试及出题的经验。系列共4册，分别对应青少年A1、A2、B1、B2四个级

别。书中采用模块训练和模拟真题的方式，帮助考生熟悉DELE证书考试题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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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题仿真度高。该系

列既适用于课堂学习，也可用于考生自主备考和操练。

西班牙语DELE证书备考指南 ¡Dale al DELE!

该大纲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西班牙语组组织编写。大纲的发布将有助

于了解学生的西班牙语水平，检查《教学大纲》的执行情况，评估教学质量，改进教学工作，提

高教学水平。

该书包括笔试和口语听力考试及参考答案各2套，以及1999—2010年口语听力考试口头作文

实题。

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

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 978-7-5446-2179-3
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

四级考试大纲编写小组
￥15.00

该书共收录2005-2011年共七套试题，并配有参考答案及错误缕析。从首届测试开始，每年

阅卷结束以后，各道试题的阅卷小组都提交一份学生试卷分析总结报告，这本书中历年的“试卷

错误缕析”就是那些报告的汇编。

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八级考试真题与解析

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八级考试

真题与解析
978-7-5446-2607-1 常福良 ￥33.00

8000个本科专业必背词，囊括教学大纲所有词汇

区分标记四级和八级词，有的放矢地扩展词汇量

所列用法和例句紧密结合，明确重点，方便记忆

附赠免费下载的MP3录音，配合学习，事半功倍

西班牙语专业四八级词汇 978-7-5446-4396-2 耿超 于长胜 张鹏 ￥43.00

西班牙语专业四八级词汇 Vocabulario EEE  新新

新新

新新

西班牙语DELE证书备考指南

青少年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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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经典，改编科学，培养原版西语阅读兴趣 配套录音，引人入胜，将阅读与听说有机结合

语法精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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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教社西班牙语悦读系列

新新

新新

宋词选 Antología poética del ci de la dinastía Song

《大中华文库》是我国历史上首次采用中外文对照形式，全面、系统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典籍、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外文化交流、提升中国“软实力”方

面，彰显出越来越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宋词选（上、下卷） 978-7-5446-4746-5 王怀祖 ￥118.00

词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最初配合音乐演唱，并且依照乐谱填进词语。词分不同

的词调，调名和词的主题最初密切相关，后来就没有什么联系了。词极盛于宋代而延续至今。宋

元以来人们习惯将“宋词”和“唐诗”、“元曲”并称。宋词流传至今的约有两万多首，有姓氏

可考的词人约一千五百人，其中有一定影响和成就的约有三四百人，堪称“大家”和“名家”的

有三十多位。

本书分上下两册，共精选了五十二位词人的二百零五首词作，以期读者能一窥宋词的总体风

貌与发展轨迹。

元曲选 Antología poética de qu de la dinastía Yuan

元曲选 978-7-5446-4871-4 陈国坚 ￥100.00

元曲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艺术形式，与唐诗、宋词并称。元曲同宋词一样，也是一

种配乐演唱的诗歌，可以分为散曲和杂剧两类。元代产生过六七百个杂剧，现存的元杂剧有162

个，完整的元散曲共有4310首。元曲继承和发展了唐诗和宋词的优秀传统，在意美方面，使诗歌

更大众化；在音美方面，使韵律更自由化；在形美方面，使格式更多样化。元曲把诗歌进一步推

向通俗化、口语化、灵活化，为中国近现代的白话文学开辟了道路，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

一个重要源头。

本书精选了150首散曲，译文神形兼顾，诗情与哲理并茂，以求达到意美、音美、形美的境

界。

该书属于“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共收录宋代97位诗词家的近三百首作品（汉西

对照）及诗词家生平（西班牙语）。

译者王怀祖，1956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曾任该校图书馆馆长。资深翻译家，著名西语

学者和语法家，为中国首批西语教授。1956—1964年间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西

语翻译。1966—1983年间参加《毛泽东选集》和《周恩来选集》西文翻译定稿工作。1989年后移

居西班牙，一生从事西语教育事业。

该书择其平生所译诗稿的精华，希望国内外读者通过研读和赏析，零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

力。

西译宋代诗词三百首 Antología de 300 poemas de la dinastía Song

西译宋代诗词三百首 978-7-5446-2928-7 王怀祖 ￥80.00

新新

奖奖

Gustavo Adolfo Bécquer 等

Miguel de Cervantes 等

Prosper Mérimée 等

Fernando de Rojas 等

Álvar Núñez 等

Johnston McCulley 等

佚名 等

佚名 等

Don Juan Manuel 等

Lope de Vega 等

Esteban Echeverría 等

Miguel de Unamuno 等

Rubén Darío 等

Pedro Antonio de Alarcón 等

Miguel de Cervantes 等

José Zorrilla 等

传说两则

吉普赛姑娘

卡门

塞莱斯蒂娜

海难

佐罗

托尔梅斯河边的小癞子

熙德之歌

卢卡诺尔伯爵

羊泉村

屠场

迷雾

奇异故事集

三角帽 

堂吉诃德

唐璜

978-7-5446-5814-0

978-7-5446-5811-9

978-7-5446-5815-7

978-7-5446-5813-3

978-7-5446-5812-6

978-7-5446-6445-5

978-7-5446-6377-9

978-7-5446-6375-5

978-7-5446-6374-8

978-7-5446-6379-3

978-7-5446-6426-4

978-7-5446-6376-2

978-7-5446-6380-9

978-7-5446-6378-6

978-7-5446-6373-1

978-7-5446-6423-3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A1

A2

B1

B2

C1

循序渐进提高西语阅读能力

新新



19 20

西

班

牙

语

 
 

读

物

西

班

牙

语

 
 

学

术

著

作

西班牙语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西班牙和拉美文坛名家辈出，佳作如

云，为世界文学贡献了许多不朽的人物形象。《西班牙文学名著便览》重点介绍了塞万提斯、维

加、卡尔德隆、拉腊、加尔多斯、乌纳穆诺、希梅内斯、加西亚•洛尔卡、塞拉等60多位西班牙著

名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拉丁美洲文学名著便览》不仅囊括了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富恩特斯、略萨、阿斯图利亚

斯、科塔萨尔、鲁尔福、亚马多、阿连德等当代著名拉美作家，还介绍了拉丁美洲在哥伦布到达

之前璀璨的印第安文学巨著。全书以时间为序，共收录作家70位，作品81部，既有作家生平，又

有代表作品的人物一览和内容梗概。本书堪称是一席拉美文学的盛宴，一面折射出拉美历史文化

变迁的明镜。

外教社文学名著便览系列

西班牙文学名著便览 978-7-5446-0526-7 陆经生 于    漫 ￥18.00

拉丁美洲文学名著便览 978-7-5446-1655-3 陆经生 倪茂华 ￥21.00

本书汇集了中国自先秦诸子到近现代思想家对智力问题发表的许多精辟见解，总结了历代智

力培养的经验。智力，作为人们认识能力的总和，还应包括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近

代大机器生产出现以后，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长足进步的当代，人的智力越来越对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智力开发也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的课题。整理和翻译这些先哲的论述，并给予

科学的评析，对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智慧，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有所裨益的。

本书为汉西双语版，由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天瑜主编，陈用仪、蔡同廓、徐宜林、刘习良

担纲西文翻译。

中国思想家论智力 LA INTELIGENCIA: a los ojos de los pensadores chinos

中国思想家论智力 978-7-5446-4664-2 冯天瑜 等 ￥88.00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也对世界上许多

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唐代诗歌不仅汇集

了历经千年的中国诗歌发展过程在美学、韵律和风格方面取得的成果，也在语言、题材和社会学

方面均有重大突破。

陈国坚教授自1981年起先后在墨西哥、秘鲁、西班牙等国出版汉诗西译作品，其译文因更注

重保持汉语特色和汉语言的文化内涵而为人所称道，对唐诗在西语世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本书精选了陈国坚教授选译的47位诗人的200首诗作，以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西译唐诗选 Antología poética de la dinastía Tang

西译唐诗选 978-7-5446-4952-0 陈国坚 ￥88.00

新新

新新

新新

20世纪上半叶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文学大家和巨匠创作了大量的现代散文，提倡用白话文进

行创作，开启了文学关注人生、参与历史变革的新阶段，其作品、人格和思想均为后世之楷模，

至今仍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孟继成教授精选并翻译了这一时期39位作家的60多篇不同风格的散文作品，以期为中国现代

散文的对外传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致敬距今百年的伟大爱国运动和中国新文学的诞生。

西译中国现代散文选 Antología de ensayos chinos modernos

西译中国现代散文选 978-7-5446-5852-2 孟继成 ￥108.00

新新

第八届亚洲西班牙语学者协会国际研讨会于2013年7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会议论文集共

收入论文101篇，内容涉及西班牙语对比语言学、对外西班牙语教学、西语国家文学、文化及翻译

等领域，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以西班牙语撰写的论文集。

第八届亚洲西班牙语学者协会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Actas del VII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la Asociación Asiática de Hispanistas

第八届亚洲西班牙语学者协会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978-7-5446-3989-7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系

第八届亚洲西班牙语学者

协会国际研讨会组委会
￥350.00

生成词库视角下中西语位移动词研究：聚焦多义现象
Los verbos de desplazamiento en el lexicón generativo 
chino y español: un estudio de la polisemia

本书以生成词库理论为依托，结合塔尔米对运动事件语义结构的描绘，在“词义欠确定性”

假设的基础上，探索中西语位移动词语义延伸规则，聚焦动词多义现象。作者为位移动词搭建了

基础语义平台，详尽地描述了动名搭配时，名词词内信息对动词基础语义的影响与改变，探讨动

词在不同微观语境中语义延伸的规则，建立了新型的位移动词多义现象阐释模型。

生成词库视角下中西语位移动词研究：

聚焦多义现象
978-7-5446-5983-3 罗  莹 ￥78.00

该书对欧盟五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荷兰）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

化、语言、科技、宗教、历史、艺术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解读。各位作者从不同的视角

向读者展示了欧盟五国的各种风貌。

文化视角下的欧盟成员国五国研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荷兰
The EU Member States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Spain, Portugal, Italy, 
Greece and Holland

文化视角下的欧盟成员国五国研究：

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荷兰
978-7-5446-3791-6 徐亦行 等 ￥55.00

新新西班牙语小史          

文字平实生动，兼具思想性和易读性

史料全面丰富，呈现语言的前世今生

跨学科多语种，探索文化发展的规律

知名学者撰写，外语爱好者典藏之选

该书介绍了卡斯蒂利亚语如何从一门地区性语言发展为使用人数仅次于汉语的国际通用语。

除了讲述该语言历经2000余年的发展史以外，该书还分析了西班牙语的世界分布，当代西班牙和

拉美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以及一些有趣的语言现象和变体，以期为读者呈现语言的全貌。

该书配套精美微课视频。

西班牙语小史 978-7-5446-5942-0 曹羽菲 ￥35.00



978-7-5446-1273-9

978-7-5446-1713-0

978-7-5446-1995-0

978-7-5446-2328-5

978-7-5446-2481-7

978-7-5446-2484-8

978-7-5446-2482-4

978-7-5446-1116-9

978-7-5446-1301-9

978-7-5446-1714-7

978-7-5446-1855-7

978-7-5446-0749-0

978-7-5446-3648-3

978-7-5446-6699-2

978-7-5446-2510-4

978-7-5446-5823-2

978-7-5446-5824-9

978-7-5446-2799-3

978-7-5446-1288-3

978-7-5446-2923-2

978-7-5446-6551-3

978-7-5446-2777-1

978-7-5446-6779-1

978-7-5446-6768-5

978-7-5446-4728-1

978-7-5446-4939-1

978-7-5446-4917-9

978-7-5446-4960-5

978-7-5446-5797-6

978-7-5446-5796-9

978-7-5446-5706-8

978-7-5446-5707-5

978-7-5446-5038-0

978-7-5446-5050-2

978-7-5446-4296-5

978-7-5446-4297-2

978-7-5446-5974-1

978-7-5446-4380-1

978-7-5446-4381-8

978-7-5446-4914-8

978-7-5446-5034-2

978-7-5446-2890-7

978-7-5446-2892-1

978-7-5446-2891-4

刘建 李放 温大琳

刘建

刘建

刘建

何仕凡 陈芷 等

何仕凡 陈芷 等

何仕凡 陈芷 等

刘长申 卢云 张力

于漫 缪建华

史青 徐蕾

孙新堂

刘元祺 

曹羽菲

常世儒

孟继成

孟继成

Mariona Anglada 等

李多

张鹏 倪茂华

陈芷 陈旦娜 陆恺甜 杨明

马联昌 周为民

沈怡

于漫 等

于漫 等

于漫 等

于漫 等

王婷 等

王婷 等

张钟黎 等

张钟黎 等

周颖 等

曹羽菲 等

Olga Balboa Sánchez 等

Palmira López Pernía 等

战争凤凰

Lourdes Gómez de Olea 等

Marlies Heydel 等

Elisabeth Graf-Riemann 等

Marlies Heydel 等

Raquel Ezquerra 等

Paz García 等

Víctor Benítez 等

￥37.00

￥38.00

￥40.00

￥41.00

￥25.00

￥25.00

￥33.00

￥31.00

￥38.00

￥41.00

￥51.00

￥45.00

￥23.00

￥36.00

￥59.00

￥98.00

￥98.00

￥34.00

￥37.00

￥42.00

￥52.00

￥26.00

即将出版

￥72.00

￥31.00

￥31.00

￥31.00

￥32.00

￥36.00

￥37.00

即将出版

即将出版

￥49.00

￥45.00

￥58.00

￥20.00

￥58.00

￥58.00

￥20.00

￥72.00

￥20.00

￥48.00

￥23.00

￥53.00

书       名图书分类 ISBN 作    者 定 价 订数

专业教材·听

专业教材·说

专业教材·读

专业教材·报刊导读

专业教材·写

专业教材·口译

专业教材·笔译

专业教材·国情

专业教材·语言知识

专业教材·文学

培训·职场

培训·留学

中学教材

西班牙语听力教程 1

西班牙语听力教程 2

西班牙语听力教程 3 

西班牙语听力教程 4 

西班牙语口语教程 学生用书（上）

西班牙语口语教程 学生用书（下）

西班牙语口语教程 教师用书

西班牙语阅读教程 1 

西班牙语阅读教程 2 

西班牙语阅读教程 3 

西班牙语阅读教程 4 

西班牙语报刊导读

实用西班牙语写作

西班牙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指导

高级西班牙语口译教程

西汉互译教程 学生用书

西汉互译教程 教师用书

西班牙概况

拉美文化概论

中国文化简明教程（西班牙语版）

中国节日文化：汉西双语教程

西班牙语词汇学导论

西班牙语语音教程

西班牙语文学教程

西班牙语（1上）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1下）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2上）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2下）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3上）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3下）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4上）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4下）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5）学生用书

西班牙语（6）学生用书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A1学生用书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A1教学参考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A1课程精解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A2学生用书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A2教学参考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B1学生用书

交际西班牙语教程B1教学参考

职场西班牙语 1 学生用书

职场西班牙语 1 练习册

职场西班牙语 1 教师用书

M.  Ángeles Álvarez 
Martínez 等

Carmen Arnal
Araceli Ruiz de Garibay

22

西

班

牙

语

 
 

图

书

总

目

21

西

班

牙

语

 
 

工

具

书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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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词约6250条，配图约3000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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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收录了相关的常用表达方式。

外教社西英汉图解词典 

外教社西英汉图解词典 978-7-5446-4447-1 PONS ￥58.00

《外教社简明西汉—汉西词典》是一部简明、实用的小型词典，主要供汉语读者学习西语、

西语读者学习汉语之用，也可作为翻译工作者随身携带的参考用书。

外教社简明西汉—汉西词典 
SFLEP Diccionario conciso español-chino chino-español

外教社简明西汉—汉西词典 978-7-5446-0134-4 孙义桢 等 ￥49.00

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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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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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西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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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图

书

总

目

培训·职场

培训·商务

教辅·应用文写作

978-7-5446-3000-9

978-7-5446-3002-3

978-7-5446-3001-6

978-7-5446-6700-5 

978-7-5446-6686-2

978-7-5446-4457-0

978-7-81080-883-5

978-7-5446-6003-7 

978-7-5446-3665-0

978-7-5446-3958-3

978-7-5446-3872-2

978-7-5446-3947-7

978-7-5446-3953-8

978-7-5446-4298-9

978-7-5446-5975-8

978-7-5446-1380-4

978-7-5446-2179-3

978-7-5446-2607-1

978-7-5446-4396-2

978-7-5446-5731-0

978-7-5446-5732-7

978-7-5446-5733-4

978-7-5446-5734-1

978-7-5446-5596-5

978-7-5446-5607-8

978-7-5446-5616-0

978-7-5446-5617-7

978-7-5446-5814-0

978-7-5446-5811-9

978-7-5446-5815-7

978-7-5446-5813-3

978-7-5446-5812-6

978-7-5446-6445-5

978-7-5446-6377-9

978-7-5446-6375-5

978-7-5446-6374-8

978-7-5446-6379-3

978-7-5446-6426-4

978-7-5446-6376-2

978-7-5446-6380-9

978-7-5446-6378-6

978-7-5446-6373-1

978-7-5446-6423-3

Víctor Benítez 等

Víctor Benítez 等

Susana Díaz 等

宋兵 Miguel Clemente

黄欣 等

谢宇 王斐

张志成

孙义桢 张婧亭

Wolfgang Halm

Gloria Bürsgens

Pilar Pérez Cañizares 等

Andrea Bucheli 等

陆恺甜

Jesús Sánchez Lobato 等

ván Reymóndez Fernández

Enrique Pastor

常福良

耿超 于长胜 张鹏

María Antonieta Andión 等

María Antonieta Andión 等

Lidia Lozano 等

Sara Robles 等

Ernesto Puertas

Ernesto Puertas

Ernesto Puertas

Ernesto Puertas

Gustavo Adolfo Bécquer 等

Miguel de Cervantes 等

Prosper Mérimée 等

Fernando de Rojas 等

Álvar Núñez 等

Johnston McCulley 等

佚名 等

佚名 等

Don Juan Manuel 等

Lope de Vega 等

Esteban Echeverría 等

Miguel de Unamuno 等

Rubén Darío 等

Pedro Antonio de Alarcón 等

Miguel de Cervantes 等

José Zorrilla 等

职场西班牙语 2 学生用书

职场西班牙语 2 练习册

职场西班牙语 2 教师用书

跨境电商实用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天天学

西班牙语初学手册（西汉对照）

西班牙语实用语法新编（增补本）

西班牙语基础语法

西班牙语基础语法轻松练

西班牙语常用动词变位与用法

西班牙语天天练

西班牙语语法一点通

西班牙语基础词汇练习

图解西班牙语语法

职场西班牙语写作

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

西班牙语专业四八级词汇

西班牙语分级技能训练A1 

西班牙语分级技能训练A2

西班牙语分级技能训练B1

西班牙语分级技能训练B2

西班牙语DELE证书备考指南 A2 

西班牙语DELE证书备考指南 B1

西班牙语DELE证书备考指南 B2

传说两则 

吉普赛姑娘

卡门

塞莱斯蒂娜 

海难 

佐罗

托尔梅斯河边的小癞子

熙德之歌

卢卡诺尔伯爵

羊泉村

屠场

迷雾

奇异故事集

三角帽

堂吉诃德

唐璜

￥40.00

￥23.00

￥53.00

￥48.00

即将出版

￥36.00

￥15.00

￥59.00

￥15.00

￥26.00

￥28.00

￥18.00

￥23.00

￥26.00

￥68.00

￥23.00

￥15.00

￥33.00

￥43.00

￥36.00

￥36.00

￥36.00

￥36.00

￥35.00

￥52.00

￥35.00

￥3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书       名图书分类 ISBN 作    者 定 价 订数

外教社西语分级注释读

物系列

自学

教辅·语法词汇

考辅·专业四、

八级考试

考辅·分级技能

考辅·DELE

外教社西班牙语

悦读系列

中级（B2）商务西班牙语资格证书考试全
真模拟试题

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
四级考试大纲编写小组

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八级考试
真题与解析

西班牙语DELE证书备考指南
青少年A1

978-7-5446-4746-5

978-7-5446-4871-4

978-7-5446-5852-2

978-7-5446-4952-0

978-7-5446-4664-2

978-7-5446-2928-7

978-7-5446-0526-7

978-7-5446-1655-3

978-7-5446-3989-7

978-7-5446-3791-6

978-7-5446-5983-3

978-7-5446-5942-0

978-7-5446-4447-1

978-7-5446-0134-4

王怀祖

陈国坚

孟继成

陈国坚

冯天瑜 等

王怀祖

陆经生 于漫

陆经生 倪茂华

徐亦行 等

罗莹

曹羽菲

PONS

孙义桢 等

宋词选（上、下卷）

元曲选

西译中国现代散文选

西译唐诗选

中国思想家论智力

西译宋代诗词三百首

西班牙文学名著便览

拉丁美洲文学名著便览

西班牙语小史

外教社西英汉图解词典

外教社简明西汉—汉西词典

￥118.00

￥100.00

￥108.00

￥88.00

￥88.00

￥80.00

￥18.00

￥21.00

￥350.00

￥55.00

￥78.00

￥35.00

￥58.00

￥49.00

书       名图书分类 ISBN 作    者 定 价 订数

学术著作

工具书

外教社文学名著

便览系列

大中华文库

中国文化精品译丛

外教社中国文化

汉外对照丛书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系
第八届亚洲西班牙语学者
协会国际研讨会组委会

第八届亚洲西班牙语学者协会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文化视角下的欧盟成员国五国研究：
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荷兰

生成词库视角下中西语位移动词研究：
聚焦多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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