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研社简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于 1979 年创办，2010 年完成企业
改制，更名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外研社”），是
一家以外语出版为特色，涵盖全学科出版、汉语出版、科学出版、少儿出版等领
域的综合性教育出版集团，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最大的外语出版机
构，并正在实现从出版向综合教育服务提供的转型。
作为新型出版企业，外研社依托原有外语教研的深厚优势，全新起航，推
广教育服务理念，致力于全民终身教育。面向幼儿、中小学生、大学生以及成人，
针对不同用户需求，量身定做全面的一站式教育解决方案。在出版领域，不仅有
传统优势产品——教材教辅、工具书、外语期刊读物，还有文化服务性产品——
对外汉语、文化传播、科学名家巨著等。每年出版的 5000 多种图书期刊中，有
新书 1000 余种，重印书 4000 多种，其中许多产品获得国际和国内优秀图书奖。
外研社图书已成为广大学习者心目中的经典品牌。
秉承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宗旨，外研社每年在全国各地举办教师培训活动，
累计培训大学英语教师 10 万余人次、中小学英语教师 60 万余人次、多语种教
师 5 万余人次；承办数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全国基础外语教育论坛、
AILA2011 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等学术会议。“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外
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新概念英语大赛、
全国青少年网络视频英语大赛等大型公益赛事，为中国教师、学子提供了展示风
采的舞台，也积极推动了文化交流和国际化人才培养。
以“记载人类文明，沟通世界文化”为己任，外研社获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奖、
三个一百图书奖等多项国家级出版奖项，受到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等
上级有关部门的表彰，获得“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优秀出版社”、“先进
高校出版社”、“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讲
信誉、重服务出版单位”、“全国教材先进管理单位”等荣誉称号。
面对信息化时代新的发展契机，外研社开创传统出版新航道，从教育出版
迈向教育服务。转型的过程中，外研社将继续坚持以出版为中心，教育培训和信
息技术为两翼，为教育机构以及学习者提供全面的教育解决方案，发展为国际化
的、领先的教育服务提供商。
外研社官方网站 www.ﬂtrp.com
官方微博 http://t.sina.com.cn/ﬂtrp
官方微信号 waiyanshe-ﬂt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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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部简介
外研社德语工作室成立于 2003 年（其前身为德语项目组），隶
属于外研社·综合语种出版分社，2016 年更名为德语部。本着服务
德语教学与研究的宗旨，德语部向广大德语学习者和爱好者提供优质
的德语出版物。一方面聘请知名专家学者出版优秀的德语图书；另
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引进并翻译了一批经典的原版著作；我们不
断扩大选题范围，提高选题水准，积极充当德语教材改革的支持者、
参与者和行动者。目前，德语部已出版图书 200 余种，涵盖了包括：
德语辞书、专业德语教材、公外德语教材、德语培训教材、自学德语
教材、德语语法和词汇、德语听、说、读、写、德语测试、留学德
国、学术专著等方方面面和德语学习密切相关的图书。德语部出版的
《当代大学德语》系列教材和《新编大学德语》系列教材分别被评为
“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当代大学德语》被评为北
京市高等学校精品教材。德语部从德国原版引进并经过国内德语专家
精心编译的《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系列、
《走遍德国》系列、《走进德国》系列也广受读者欢迎。2012 年德
语部参与开发的德语专业教学管理平台正式上线，2013 年二期正式
更名为“德语专业教学资源平台”，在数字化时代拉近了外研社德语
部和德语教学专家、德语教材使用者以及德语学习者之间的距离，也
可以为广大的德语专业教师和学生提供更好的沟通和互动的平台。在
数字出版领域，德语部还参与开发 ITest 测试平台，出版电子书以及
词典 App 等，为广大德语学习者提供线上学习的可能性。2018 年是
外研社德语工作室成立十五周年，我们希望在当今的数字化时代能够
更好地“服务全国德语教学，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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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社德语教学之星大赛”提高德语
教学质量，展示德语教师风采！
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举办的面向全国高等院校外语教师的大
型公益赛事。大赛自 2013 年创办以来，已经成为国内高校外语
教育界的一项大规模、高水平的权威赛事，英语赛事迄今已吸
引全国 1400 多名教师参赛，30000 多名高校外语教师现场观摩。
“德语教学之星”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共同
举办，以“代表教学发展趋势，展现教学理念，交流教学方法”为办赛宗旨，面向高等院
校德语专业、大学德语教师的公益赛事，旨在切实提升高校外语教学质量，推动我国高校
外语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学设计能力，促进教师职业发展，以适应国家和社会对高
校外语教学要求的变化。
依托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品牌，外研社“德语教学之星”大赛在 2016 年启动并成
功举办了第一届“德语教学之星大赛”。2017 年，借鉴外研社“德语教学之星”大赛举办
的成功经验，外研社综合语种出版分社启动了外研社多语种“教学之星”大赛。大赛涵盖
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韩语七个语种，旨在为教师搭建分享交流、
相互启迪、共同提升的平台。
我们衷心希望，外研社多语种“教学之星”大赛能够激发参赛教师对于先进理念、创
新模式的探索与思考，共
同设计中国高校多语种教
育的精彩未来。鼓励更多
一线德语专业及大学德语
教师参赛，展现教学成果
与教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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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德语书
德语部常常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热心读者的来电、来函或电子邮件，咨询编辑们自学
者应该选择何种教材，应配合使用什么字典和辅导材料。德语部的任何一本出版物，都凝
结了作者无限心血，是经过层层审稿，作者屡次完善的精品，无所谓孰优孰劣。在指导学
习者选择学习资料时，我们特别强调，读者在选购时一定要讲求量体裁衣，因“的”制宜——
这里的“的”是指学习的目的、学习者希望达到的效果。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德语综合教程根据各自特色，我们一般将之分为两类，一类为国内作者编写；一类为
国外原版引进教材。
国内编写的教程，作者皆为国内德语教学经验丰富的著名教授，由最基本的发音入手，
其主要特色是：语法讲解详尽、系统，符合中国人学习外语的习惯，能够为阅读、写作打
下坚实的语法基础。
德国原版教材的鲜明优势在于：语言地道、更加着力于听、说等实际交际能力培养，
音频资料场景化，鲜活生动，极具现场感；但是，通常没有专门的语音阶段，语法讲解相
对中国老师编写的教材薄弱一些，不过这个可以通过单独的语音、语法书弥补。
外研社目前有四套原版引进的德语教材：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系列是原版引进德国著名外语教育出版社 Max Hueber Verlag 的
经典教材，初级为 Themen 发展至第 3 代的最新版本：Themen aktuell，中级为 em
neu。本系列以交际场景为线索编排课文，紧凑系统，话题鲜活。每课围绕一个主题，
如：问候、职业、外貌描述等。2011 年，我社又特别引入适合 12 ～ 18 岁的青少年
使用的入门德语教材 Planet, 开拓了中学德语教材的新领域。

《走遍德国》系列是原版引进德国著名教育出版社 Ernst Klett 的经典初级教材 Passwort
Deutsch，中级教材 Mittelpunkt。该系列编写思路较为新颖独特，以德语国家风土人
情为线索设置课文，除德国外兼具奥地利、瑞士各地内容，每课一个以德语国家著名
城市、景区为主题，融语言知识于风土人情之中，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异国风情。

《走进德国》原版引进教材，同样引进于 Ernst Klett 出版公司。该教材语言地道、生动，
贴合时代特色，发音清楚、标准。目前已出版 A1-C1 全套教材。
每一章都围绕德国人生活中常见的主题，例如如何自我介绍、在德国的日常生活交际
和工作，如何与德国人打交道等方面进行语言学习。全面培养德语学习者的听、说、
读、写能力。着重德语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走遍德国》系列教材相辅相
成，让德语学习者从了解德国到走进德国，不仅能学习地道德语，还能真切体会德国
人如何生活。该教材系列全彩印刷，版式活泼，配有 CD 光盘及 DVD 光盘。

《你好！德语》引进于美国著名教育出版机构 Cengage Learning，教材语法讲解详细，每
一章节最后配有语法总结，帮助中国学习者攻克德语语法难关。每一章都配有 4-6 篇
德国国情相关文章，引导学习者逐步了解德语国家的风土人情。每课介绍一位知名德
语作家的短篇作品，所选作品行文简单流畅，没有复杂的语法点，尤其适合初学者。
对应的语音材料朗读感情充沛，使得学生在学语言的同时能够领略文学作品的韵味。

根据非专业德语学习者的不同需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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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要远赴德国留学
走进德国（A1-C1）语言地道，生动，多媒体教学手段丰富，涵盖 A1-C1 语言等级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
中级） 经典的原版德语强化教程，有效、快速提高德语水平，
打下坚实语言基础，熟悉德语思维逻辑，尽快适应异国生活

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修订版） 德国著名畅销经典工具书的双语释义版，德国生活、学
习必备

德汉汉德留学词典 德国校园生活必备之工具书
标准德语语法精解与练习 经典全面的金牌德语语法学习资料，编辑推荐必备语法书
朗氏德语大词典（德德版） 原版引进德国著名畅销经典工具书的全德语版，德福考试，
德国生活，学习必备

德福考试高分突破系列 逐一分析德福考试各板块试题难点及应试方法、答题技巧；针对
特别难点设置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应试必备

德语日常信函写作 一书在手，在德日常生活好帮手
您在德资企业工作
走遍德国（初级、中级） 掌握纯正地道的基础德语交际能力，了解德语国家风土人情
德语商务信函写作 提供日常公务、商贸信函写作模板，书信邮件轻松搞定
商务德语教程 系统训练德语环境下的商务沟通能力，得力的商贸业务助手
汉德分类词语手册 各级国家机关译名、各学科行业常用术语、基本政策法规、风景名胜、
经典名著等数十领域德文译法应有尽有，涉外工作良伴

您在自学第二外语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 国内专家编写的德语二外教材，国家级高等学校规划教材，国内
百余所高校使用，选材新颖，合理分配语法与听说的比例，兼顾扎实语法基础与实际交
际能力培养

大学德语简明教程 80 课时掌握德语基本语法，英德对照方便理解
德语 300 小时（MP3 版）/ 德语速成（MP3 版） 国内德语教学专家编写，难度适中，语
法讲解详尽系统，符合国人外语学习习惯

杜登·牛津·外研社 德英汉·英德汉词典 三大权威辞书出版机构联合打造，特别适合具
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初、中级德语学习者

实用英语德语比较语法 极为适合具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德语学习者，根据英德语法之间的
相似性，快速掌握德语语法要义

备战大学德语四级考试（词汇篇） 不同于传统备考单词书 A—Z 排序，编者挑选意义相近、
外形相似易混淆的单词组成单元，做专门辨析学习；特别设置单词自我检测、单元练习
测试，附有答案。帮助考生攻克德语四级词汇难关

您对德国、德语感兴趣
你好！德语 1 本覆盖欧洲语言标准 A1-B1 的教材，适合留学生学习使用
德英汉图解词典 图解各种日常生活之需，德英汉 3 语对照；小巧便携，一本在手，畅行无忧
精编德汉汉德词典 知名德语字典专家编写，畅销的经典便携小词典
莱茵浪花 两位德语教授眼中的德国印象，剖析德国历史文化，展现德国当今社会风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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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递

《走进德国》

参见第

31 页

《德语经济知识导论》
参见第

45 页

《德语语言学导论》
参见第

《中国文学名作德译本选读》
参见第

46 页

50 页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八级
参见第 63 页
考试真题集》

《中国德语语言文学研究文献汇编
参见第 79 页
（20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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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购工具书
○ 电子词典与纸介质词典哪个好？
○ 选择德语词典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
○ 一本词典的收词量通常指的是什么？
○ 词典的收词量是否越多越好？
○ 如果想在语法上取得进步，应选用什么词典？
○ 何谓学习型德语词典？
○ 什么是德汉双解词典？
○ 使用双解词典有何好处？
○ 如何使用德汉双解词典？
○ 达到什么水平可以使用双解词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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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电子词典与纸介质词典哪个好？
答：这两种词典应该用在不同的场合，用于不同目的。电子词典查询快捷方便，在
与人谈话、翻查资料的时候使用有它的优势。但是电子词典一般无法提供丰富
的例句、词语搭配、用法说明等学生学习过程中最需要的知识，而查阅一本好
的学习型词典的过程就是学习德语词汇表达的过程，而且越来越多的纸介质词
典在功能上趋向全面化，提供词汇使用频率、搭配、语法指南等实用信息，具
有电子词典无法比拟的优点。
问：选择德语词典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
答：好的辞书是良师益友，在选择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看出版社。要选择知名的、在此领域有专长的出版社，这是质量的保证。
二看词典的服务目的，不同词典功能不同。是供学习使用，还是仅供阅读时参考。
词典一般都有封底文字，以及使用说明和体例说明，读者在购买时可以结合正
文对比这些说明，看看是否名副其实。最好仔细阅读一些词条，来感受一下是
否符合自己的需要。
三看词典的规模和收词量，决定它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德语水平。购买词典并非
收词最多，规模最大就是最好，“一步到位”，“一本词典伴终身”的思想不
可取。关键要清楚自己购买的使用目的——是随身查阅还是案头常备，是主要
用于查阅还是偏重学习词汇。通常选高于自己现有水平，但是不要高出太多的
词典。
四看工具书的出版日期。尽量买新出版的词典，这样收词会比较新。
五看词典的装祯和印刷质量。因为词典需要经常翻阅使用，所以装祯的质量尤
其重要。有的词典虽然价格便宜，但用了不久就出现破损，影响使用。优秀出
版社的词典不仅注重内容，在装祯和印刷方面也会精益求精。

问：一本词典的收词量通常指的是什么？
答：一本词典的收词量通常指的是它一共收录了多少个词条。一部词典的收词量可
以专门指所收录的主词条的数量，也可以把副词条和单独排列的短语或习语的
数量包括在内。注明词典的收词量有助于读者在购买时判断它的实用性，同时
也可用来与其他词典作比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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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词典的收词量是否越多越好？
答：不能简单依据收词多少来判断一本词典的好坏，主要还是应该看词典的服务对
象和功能。如果编纂一本面向初、中级学习者的学习词典，收词量就不要太多，
关键要把每个词条解释得透彻明了。如果编纂一本供高级学习者阅读或翻译时
使用的词典，那么收录的词条自然多一些比较好。学习者应该选择适合自己水
平和学习需要的词典。
问：如果想在语法上取得进步，应选用什么词典？
答：选择一些注重语法标注，词汇搭配和用法解释比较详尽、实用信息比较多的学
习型词典。
问：何谓学习型德语词典？
答：德语学习型词典是专为母语不是德语的学习者编写的词典，主要特点有：
◆ 选词恰当，根据语料库分析词频后选用学习者最需要的常用词汇。
◆ 释意简明，释义词汇通常控制在一定数量之内（如 2,000 ～ 3,500 个常用词
汇），让学习者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 例句丰富，根据最新语料库的语料，提供生活中的真实例句。
◆ 语法详解，疑难之处有重点说明。
◆ 用法详尽，提供使用说明、词汇搭配、词语辨析，学习功能齐全。
问：什么是德汉双解词典？使用双解词典有何好处？
如何使用德汉双解词典？达到什么水平可以使用双解词典？
答：德汉双解词典是在保留德语原版词典内容的基础上，为原版词典中的词条、例
句和注释提供对应的汉语翻译的词典。简单地说，就是在德语原版词典的基础
上加上汉语释义的词典。
由于德语和汉语并不能完全对应，因此，使用德汉双解词典，读者既能了
解一个单词在汉语中的对应词，又能够通过其德语释义更清楚、更准确地理解
含义，避免单纯看汉语对应词而产生的词义扩大或缩小等带来的理解偏差。另
外使用德汉双解词典可以培养德语语感，同时学习到规范地道的用法和说法。
在查阅双解词典时，不能只是满足于知道了一个德语单词的中文对应词，
还要注意读它的德语原文的解释，以便进一步领会其准确含义。
一般来说，初级水平以上的德语学习者就可以使用双解词典了。一开始，
最好选用程度较低的词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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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工具书

朗氏德语大词典（德德版）
Langenscheidt Großwörte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Dieter Götz 等 编

责编推荐
● 《朗氏德语大词典（德德版）》着眼于外国人学德语，着眼于外国人用德语，着眼于德语的
实践性和跨地域文化的特点。
● 收录词目 66,000 条，选词广泛，其中包括反映时代发展、社会变革、青年行为等的新词语、
新概念。词目释义通俗易懂，对词目配备实用例句 63,000 个。
● 加注语义说明及插图，用修辞色彩、专业领域、区域特点、同义词、反义词、文化社会知
识等作释义补充。提高读者理解及驾驭语言的能力。
● 从教学法角度精选安插 30,000 余条复合词，精心编排主要构词要素的词目释义，有效激发
读者举一反三的构词能力。
● 精心设计动词、名词、形容词结构格式，安插 2,100 余条语法疑难说明，点拨介词的支配
关系和形容词的句法功能。
● 创建 120 个语言、国情信息窗，专门介绍德语国家及地区的政体、历史、文化、宗教、传统、
风俗、礼仪，公民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乃至历史文化名人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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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工具书

原版引进，全德文德语大词典
出国留学，德福考试
德语学习必备词典
《朗氏德语大词典（德德版）》是外研社从德国著名的
朗氏出版公司原版引进的一本专门为外国人学习德语而设计
的大型工具书，简明实用。
原版词典有助于外语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和学习外语词
汇，是国内原创双语词典的有益的补充。
ISBN 978-7-5135-1927-4

定价：98.00 元，1/32 		

15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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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工具书

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修订版）
Langenscheidt Großwörte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Deutsch·Chinesisch
叶本度 等 编译

●

中国首部、目前唯一一部德汉双解大辞典

●

专门为外国人学习德语编写，语言学习功能突出

●

66,000 个词条，63,000 个例句，配以大量固定搭配

●

30,000 个复合词，2,100 余条语用说明，大批插图

●

采用最新正字法，新建 120 个语言、国情信息窗

●

修订版醒目双色印刷，查阅更加便捷清晰

ISBN 978-7-5600-8943-0（01）

定价：128.00 元，1/32 		

2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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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工具书

1993 年

《朗氏对外德语大词典》（Langenscheidt Großwörte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在德国问世以来，它在德国国
内外读者和学者中引起极大反响，因为它是目前德国乃至
世界上第一本突出教学法功能的专为外国人学德语设计的
大型工具书：简明、实用。它是一本现代德语的标准语言
词典，除了整合、规范德语的时代性词汇之外，同时也涵
盖各专业领域的常用词语。

2000 年

外研社以德语原版词典为蓝本，加注中文释义，为中国读
者推出《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10 年中已印刷 15 次，
达 10 余万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2010 年

外研社在Langenscheidt Großwörte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的最新 08 版的基础上，推出《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修
订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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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工具书

德英汉图解词典
英国 DK 出版公司 编著
贾文波 车玉平 译

●

直捷直观地学习、记忆上千个德语单词

●

全面图解日常生活的实物及场景

●

快速有效地学习应对从家到办公室、从商场到餐厅的各种情形

●

书后另附三语索引、常用日常表达归纳

●

简单易用，方便查找

●

中外旅游、商务和学习的良友

●

全彩印刷，精美便携

ISBN 978-7-5600-6305-8（01）

50.00 元， 1/32 3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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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工具书

畅 销 图书

英国 DK 出版公司建立于 1974 年，
世界著名的图解读物、图解词典出版商，
公司创始者理念就是创作既有视觉冲击
力又包含信息丰富的图书，其出版物强
调图文并茂，使读者能够理解每一个主
题。DK 图书被认为是从出生到年老不断
学习的生活指南。

这本精致的小词典不仅仅能够满足您工作、娱乐、
出国度假的需要，如此一本图文并茂、生动鲜活的小工
具书也会让您不再视背单词为畏途。

“极精美的词典，编辑和印刷质量均不错。图片使物体直观，
毕竟生活环境差异，使许多东西没有直接的准确汉语词汇对
应。在国外买价格很贵。”
——当当网顾客评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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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工具书
外研社·新编德汉词典
Das Neue Deutsch-Chinesische Wörterbuch
张才尧 高年生 张载扬 等 编
● 综合查阅类词典，收词

80,000 余条

● 词义全面完整，释义准确简明
● 兼顾奥地利、瑞士德语表达方法
● 大量收录常见的俗语、惯用语
● 科技词汇、专业词汇丰富
● 收录新旧正字法对照表

ISBN 978-7-5600-1593-4

108.00 元，1/32 2144 页

外研社·现代德汉汉德词典
Modernes Wörterbuch
Deutsch-Chinesisch Chinesisch-Deutsch
窦学富 等 编
● 采用德语新正字法编写

50,000 余词条
（德汉部分 25,000，汉德部分 24,000）
● 特别收录最新词汇和新释义
● 收录近

扫描二维码购买 App

● 例句丰富，释义准确规范
●8

种实用附表，方便学习

● 开本较小，便于携带

ISBN 978-5600-2799-9

69.90 元，1/32 1969 页

外研社·精编德汉汉德词典
Handwörterbuch
Deutsch-Chinesisch Chinesisch-Deutsch
窦学富 等 编
● 采用德语新正字法编写
● 收词新颖，时代感强
● 选词精当，释义准确
● 双向查阅，使用方便
● 印刷精美，便于携带
ISBN 978-7-5600-2185-0

扫描二维码购买 App

34.90 元，1/64 1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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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工具书
德汉双解·德语学习词典
Basiswörte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王潇 李磊磊 李雯 译
采用新正字法，德汉双解学习型词典
双色印刷，400 余幅直观图片——德语学习也能生动活泼
● 收录 8,000 余德语最常用词汇，配有简洁实用例句，语言地道精彩
● 重点、必备词汇加有标注，辅助 Zertifikat 考试
● 满足基本查阅功能之余也可作为备考词汇手册，为初学者打下扎实
基础
● 注重对德语国家国情文化的介绍，是各种教材的绝佳助手
●
●

ISBN 978-7-5600-2631-2

39.00 元，1/32 646 页

杜登·牛津·外研社 德英汉·英德汉词典
Schülerduden - Wörterbuch
Deutsch-Englisch-Chinesisch
Englisch-Deutsch-Chinesisch
王京平 李惟嘉 译
● 杜登编辑部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打造
● 外研社原版引进，加注精确的汉语释义
● 现代综合型、实用性、精编型多语词典
● 词目 76,000 条，近 100,000 条英德译解
● 多样附录呈现文化常识、培养写作技能
● 特别适合具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初、中级德语学习者
ISBN 978-7-5600-4728-7

79.00 元，1/32 1370 页

汉德分类词语手册
董光熙 等 编
● 行销近 20 年，最新修订
● 共收录 30,000 多词条，包括 8,000 余新词，涵盖各领域诸多方面，
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小百科
● 按照学科及日常生活主题分类编排，各大项下细分目类，方便查询
● 收录众多综合词典中无法查到的专业词条、固定表达方式
● 是德语学习者、使用德语工作人士必备之工具书
ISBN 978-7-5600-4467-5

34.90 元，1/32 864 页

17

SJ000 2020德语图书目录-3.indd 17

2020/1/7 15:12:58

德语工具书

汉德熟语词典
Das idiomatische Lexikon Chinesisch-Deutsch
许震民 编著
●
●

●
●

收录汉语各种熟语近 10,000 条，选词全面精到，与时共进
以成语为主，并收录大量谚语、惯用语、歇后语、俗语、媒体上常
见的固定词组和名言名句，有助于解决此类语言文化中特有的翻译
难题
释义地道准确，直译意译兼顾，译文音韵悠扬、字句传神
典故来源明晰，部分熟语词条加注历史、文化背景知识

ISBN 978-7-5135-0127-9

75.00 元，1/32

1026 页

德语谚语词典
( 德汉对照 )
Das Lexikon der Deutschen Sprichwörter Deutsch-Chinesisch
许震民 编著
德语谚语在语言上具有强烈的表达力和雄辩力，用得恰当，可以
“四两拨千斤”，能奏“画龙点睛”之效，所以谚语除在大众口语中
使用外，也经常为政治家、演说者和各种媒体所运用。
《德语谚语词典（德汉对照）》精选德语谚语 5,400 余条，古今兼顾，
雅俗并重，内容丰富，实用性强。适合德语专业学生（包括初学者）
和教师、翻译工作者、跨文化研究者，以及对德国谚语感兴趣的读者。
条目编排清晰，双色印刷醒目，除提示词外，还附有总条目索引，便
于查找。
ISBN 978-7-5135-5180-9

60.00 元，1/32

608 页

外研社
现代汉德词典（第二版）
Modernes Wörterbuch Chinesisch-Deutsch
汪溥 邵康文 编
●

●
●
●

中型汉德词典，依据对外交往及在德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实际需要
选择词条，尽可能收入了反映近年来社会政治、经济、商贸、法律、
科技及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新词汇和术语。
精选汉语单字及词目近 4 万条，
新增汉语习语及德语译法 5,000 余条。
对德语释义中的一些重要语法现象作出标注
中文部分加注汉语拼音，同时方便德国人学习汉语

ISBN 7-5600-8615-6

49.90 元，1/32 7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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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教材

天天学外语 德语特训 30 天
Deutsch in 30 Tagen

克里斯托弗·奥贝格费尔 ( 德 ) 编 杨昕 译
●

《天天学外语 德语特训 30 天》——让德语学习快速而有效！本书
作为“外研社天天学外语”系列中的一册，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从德国朗氏出版集团引进的德语语言训练教程。本系列教程以日
常生活、学习、旅游、工作为话题，分主题入手，让读者通过大量
实用对话和有趣的连载故事学习地道德语，以最直观的方式帮助读
者尽快掌握德语基础知识和日常交流。课后附带学习效果自测，
合理设置复习单元。最后通过阶段测试以及总测验检验习成果。

ISBN 978-7-5135-5842-6

33.00 元，1/32

3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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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教材

外研社德语专业基础阶段精品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育部 2011 年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北京市 2011 年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Studienweg Deutsch 依照《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德
语本科教学大纲》确定指导思想、教学要求和量化
指标，在原 Grundstudium Deutsch《德语教程》的基
础上重新编写。主编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梁敏教授和
德国 DAAD 专家聂黎曦（Michael Nerlich）先生。
这套教材在全国 80 余所大学的德语专业以及其他专
业的德语教学中广泛使用，受到师生和专家的广泛
好评。
此教材于 2002 年、2006 年、2012 年分别被国家
教育部和北京市选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北京市精品教材”、“普通高等
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以及“普通高等
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列。2011 年荣
获“教育部 2011 年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和“北
京市 2011 年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称号及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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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教材
当代大学德语
Studienweg Deutsch
适合人群：高等院校德语专业一、二年级学生
《当代大学德语》系列教材（共四级）包括：
书名
学生用书（1）
练习手册（1）
教师手册（1）
听说训练（1）
学生用书（2）
练习手册（2）
教师手册（2）
听说训练（2）
学生用书（3）
练习手册（3）
教师手册（3）
听说训练（3）
学生用书（4）
练习手册（4）
教师手册（4）
听说训练（4）
同步训练（1-2）
同步训练（3-4）

书号
978-7-5213-1030-6
978-7-5213-0921-8
978-7-5213-1126-6
978-7-5213-0332-2
978-7-5213-0830-3
978-7-5213-0922-5
978-7-5213-1031-3
978-7-5213-0394-0
978-7-5213-0462-6
978-7-5135-1124-7
978-7-5213-1032-0
978-7-5135-0236-8
978-7-5213-0619-4
978-7-5135-1981-6
978-7-5135-1982-3
978-7-5135-8441-8
978-7-5213-0203-5
978-7-5213-0202-8

开本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页数
382
176
276
145
400
209
272
219
311
251
240
200
401
211
308
136
161
162

定价
56.00
26.00
32.00
26.00
56.00
26.00
32.00
26.00
56.00
26.00
32.00
26.00
56.00
26.00
36.00
26.00
25.00
25.00

一脉相承，内涵不变
○ 继承原《德语教程》科学的教学体系，仍然以 Motive-Texte-Wörter-Grammatik-Vokabeln 的合
理模式展开教学，符合学习规律，便于学生掌握知识，同时便于教师上手备课。
○ 以交际法教学为灵魂，引领学生完成从交际意向到真正的语言能力和控制局面能力的过渡。
○ 保留或改写《德语教程》的若干精彩篇章，原作者又进行了大量的重新创作，延续智慧幽默
的语言风格，贴近时代发展，亦读亦享受。
○ 继续使用原有的部分科学练习，例如：Redemittel, Variation 等，保证学习效果。

着眼实际，调整创新
□ 根据实际调研，适当减少了课程安排：由原每册 15 课改为 12 课，同时课文内容也做一定压
缩，减轻教、学压力。
□ 语法进度放缓，讲解更为详细，提高学习效率。
□ 新增听力练习，短小精悍，随讲随练。
□ 课后练习重新设置，
减少
“Fragen zum Text”
，
加入更多与单元主题相关的扩展练习和替换练习。
□ 培养自学能力：每 3-4 课专门设置一个“Das Lernen lernen”单元，涵盖 Wörter, Lesen,
Sprechen 等专项技能和 Lernpsychologie, Lernstrategie 等主观素质，同时兼具复习功能。
□ 增加趣味性：导言页改用彩色图片，课文配有生动插图，能够更好地激发学习兴趣，同时也
包含了更多信息，给教学更大的思维发散空间。
□ 语音资料全部重新录制，加入单词表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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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研社

高年级

德语专业

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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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教材
文化视窗—高级德语教程
Kulturfenster
适合人群： 高等院校德语专业三、四年级学生、研究生阶段学生
《文化视窗—高级德语教程》在编写中按照《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德语本科教学大纲》的指导思想
和教学要求，在“文化和跨文化”的建构框架之外，塑造出另一个继续巩固和加强学生语言基本功的
建构框架，由听、说、读、写、译、思等能力的训练构成，并以“思”为这些能力的激磁。这两个建
构框架经纬相扣，形成一个立体模型。然后配上丰富多样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全方位地培养学生综合
运用德语的能力。因此，《文化视窗—高级德语教程》不仅可以作为我国高校德语专业本科阶段高年
级的精读课、综合课教材，也适合作为主要和辅助教学材料用于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跨文化课程和其
他课程。此外，这套教程还能作为受众面更广的教材，服务于开设以德语教授中国文化课程的学校。
本教程的每一册学生用书均配有 MP3 录音光盘和教师手册。每册学生用书均以主题为单元，每个
单元依据主题的不同难度而分设 3—4 课。所有选材由浅入深，皆以典型加精彩为原则。重点为本科三
年级编写的第一、二册（各 18 课）共 10 个主题，依次为饮食、购物、服装、家庭教育、运动休闲、节日、
交通旅游、建筑、艺术、行为方式与交际准则。第三册（共 24 课）为四年级用书，也有 10 个主题，
分别为语言、文学、保健、经济、政治、法律、媒体、科技、文明、宗教、哲学。
如何从加强德语语言文学的学科建设出发，来编写本科高年级的德语教程，是在本教程的编写过
程中始终放在中心地位考虑的一个问题。为此，本教程在编排、设计、新创练习形式时，都是在有意
识地结合语言学中的经典和新意，尤其是篇章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的最新成果，同时实践
与此相关的、尤其是培养语言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教学法思想，并将其贯穿全书始终。此外，本教材
在语法和词汇结构上十分注重与《当代大学德语》的衔接，并在此基础上努力争取创新和突破，力求
体现最新教学法思想，充分考虑学习者的需求。
《文化视窗—高级德语教程》系列教材包括：
书 名
学生用书 1
教师手册 1
学生用书 2
教师手册 2

书号 ISBN（978-7-5135-）
1400-2
2467-4
3960-9
5294-3

开本
16
16
16
16

页数
348
196
312
184

定价
52.00
29.00
52.00
29.00

配套产品
附 MP3 光盘一张
附 MP3 光盘一张

● 编委会（第一册）
主 编：钱敏汝
副主编：詹 霞（北京外国语大学）
编 委：苏 芙（首都师范大学）
齐冬冬（中国海洋大学）

李 婧（北京外国语大学）
于景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倪晓慧（北京外国语大学）

● 编委会（第二册）
主 编：钱敏汝
副主编：苏 芙（首都师范大学）
编 委：詹 霞（北京外国语大学）
齐冬冬（中国海洋大学）

于景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李 婧（北京外国语大学）
倪晓慧（北京外国语大学）

审

校： Dr. Waltraud Timmermann（德）

Prof. Rainer Kokemohr（德）

Ralf Glitza（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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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综合教程及教辅
德
语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新编大学德语》2000 年被教育
部定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
革工程”大学外语类重点项目；2002

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大学出版社优秀教材奖

年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2006 年列入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14 年
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2007 年 11 月，被评为“上海
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中国大
学出版社图书奖第二届优秀教材奖二等
奖”。
该教材根据《大学德语教学大纲》
（第二版）编写而成。以高等学校理、
工、文、管（非德语专业）初学德语的本科生为教学对
象，同时也可以作为德语语言培训班的基础教材使用。
《新编大学德语》共分四册，每册都有学生用书（书
后配 MP3 光盘）、教师用书、词汇练习和阅读训练。
每册有十个单元，每单元由引子、主课文、练习（课文
练习和语法练习）、交际意向、听力、阅读、语法简述
和单元词汇表等八个部分组成。
该教材取材新颖，内容实用并富有时代气息；注重
全面培养学习者的听、说、读、写、译能力；突出对学
生实际语言应用能力、尤其是交际能力的培养；简单易
学，融德国国情知识于语言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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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教材
新编大学德语 1：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
Klick auf Deutsch

专门面向非德语专业本科学生所编写的德语教材

主编：朱建华
副主编：陆伸
编者：李媛 邵勇 张鸿刚
Jürgen Gerbig（德）

新编大学德语 2：
●
●
●
●
●

突出对语言实际运用能力尤其是交际能力的培养
基于网络开阔学生思路，并提供上网学习的可能性
语音教学内容详实，规则讲解清晰
课文选取富有时代感，融国情教学与语言学习之中
基于最新修订的《大学德语教学要求》，明确标注四、
六级词汇，使备考复习更具针对性

主编：朱建华
副主编：王依
编者：陶玉华

新编大学德语 3：
主编：朱建华
副主编：尚祥华
编者：崔庆华

适合人群： 非德语专业本科学生
德语语言培训班学员

新编大学德语 4：
主编：朱建华
副主编：郭屹炜 王颖频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系列教材包括：
书 名
学生用书 1（第二版）
教师手册 1（第二版）
学生用书 2（第二版）
教师手册 2（第二版）
学生用书 3（第二版）
教师手册 3（第二版）
学生用书 4（第二版）
教师手册 4
阅读训练（第二版）
词汇练习（第二版）

书号 ISBN（978-7-5600-） 开本
978-7-5600-9715-2
16
978-7-5135-1061-5
16
978-7-5135-0484-3
16
978-7-5135-1685-3
16
978-7-5135-1622-8
16
978-7-5135-3653-0
16
978-7-5135-7594-2
16
978-7-5600-5276-2
16
978-7-5135-4351-4
16
978-7-5135-5919-5
16

页数
260
129
240
132
276
128
256
90
288
448

定价
37.00
17.00
37.00
25.00
37.00
25.00
45.00
9.90
37.00
52.00

配套产品

附 MP3 一张
附 MP3 一张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与之前版本的区别：
1. 调整语音知识重点，对语音规则的表述和相关练习作了修改与补充
2. 系统性优化处理了全书课文、听力原文、阅读课文的语言，使之更加地道
3. 更新全书练习板块的链接网址，为学生开阔视野自主学习提供更大空间
4. 对个别交际意向板块的句型与惯用法做修改，新增 Flash 动画的多媒体辅助材料
5. 减少部分课文和练习的生词量，减轻学生过多的生词负担
6. 更新实效性较强的单词、统计数字等信息，保证学习者获得正确有效的信息
7. 调整个别语法知识点的分布和排列，以及配套练习的次序，使语法学习更系统
8. 修改课本的版式、尺寸及插图，使教材更加美观便携
9. 对各单元词汇表和总词汇表都做了四、六级词汇的区别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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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教程

走遍德国（初级）
Passwort Deutsch
《走遍德国（初级）》是专为德语非母语（Deutsch als Fremdsprache）的学习者编写的一套全
新的德语入门级强化教材。全书共有 3 级，分别为 A1,A2,B1 级语言水平，为和其他中级阶段教材
的衔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套教材的显著特点是：简单易学，融德国国情知识于语言教学中，学
习者不仅可以解除以往对“学习德语”的畏惧感，轻松习得德语，还可以在学习、掌握德语语言知
识的同时，了解最新的德国国情，包括德国各联邦州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名副其实“走遍德国”。
● 德国柯莱特（Klett）教育出版公司专为德语非母语的初级学习者编写的强化教材
● 内容丰富多彩，教学体系完整
● 全面培养学习者的听、说、读、写能力
● 着重培养学习者的实际语言应用能力
● 足不出户游历德国城市、学习地道德语
● 全彩印刷，版式活泼
● 配有

MP3 光盘和教师手册，并拥有网络支持：www.passwort-deutsch.de

适合人群：可作各类培训班教材和自学用书
《走遍德国（初级）》系列教材包括：

书 名
书号 ISBN（978-7-5600-） 开本
学生用书 1 (A1 水平 )
8965-2
16
练习手册 1
8963-8
16
教师用书 1
8964-5
16
学生用书 2 (A2 水平 )
9070-2
16
练习手册 2
9068-9
16
教师用书 2
9066-5
16
学生用书 3 (B1 水平 )
9069-6
16
练习手册 3
9067-2
16
教师用书 3
9065-8
16

页数
244
164
207
280
168
216
272
168
212

定价
52.90
24.90
29.90
52.90
24.90
29.90
52.90
24.90
29.90

配套产品
附 MP3 光盘一张

附 MP3 光盘一张

附 MP3 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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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教程

走遍德国（中级）
Mittelpunkt

《走遍德国（中级）》（Mittelpunkt）是德国柯莱特（Klett）教育出版社专为德语非母语的学
习者编写的一套中级强化教材。本套教材的编写参照“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标准”，共分两册，第一
册对应“B2”水平，第二册对应“C1”水平；并和《走遍德国（初级）》（原版书书名为 Passwort
Deutsch）构成一套完整的初、中级教材。
《走遍德国（中级）》最显著的特点是：简单易学，将德国国情知识融于语言教学。学习者不
仅可以轻松习得德语，还可以在掌握德语语言知识同时，了解最新德国国情，包括德国各联邦州的
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名副其实地“走遍德国”。
学生用书均采用全彩印刷，编排完全以方便学习者为出发点，每个主要知识点的讲解和练习都
被安排在一个左右对开的双页上，无需频繁翻页，相关部分均可 “一览无余”。
每册学生用书都配有练习手册和教师手册。练习手册的编排与学生用书相对应，帮助学习者复
习和巩固每课的新增知识点。练习形式多样，全面检验学习效果；教师手册除了向教师详细地介绍
如何安排教学活动外，还包括学生用书中所有听力部分的原文和所有练习的答案。教师手册中还为
每一课主课文准备了测试材料及答案，为教师及时总结教学情况、测试学习效果提供了必要的检测
手段，从而更好地帮助学习者“拾遗补缺”，为学习下一课打好基础。

● 适合人群：可作各类培训班的中级课程教材，本科生的精读课辅助材料，

亦可作 Goethe-Zertifikat C1，TELC Deutsch C1，TestDaF 和 DSH 的备考复习教材。

《走遍德国（中级）》系列教材包括：
书 名
书号 ISBN（978-7-5600-） 开本
学生用书 1（B2 水平）
8847-1
16
练习手册 1
8845-7
16
教师手册 1
8846-4
16
学生用书 2（C1 水平）
9137-2
16
练习手册 2
9538-7
16
教师手册 2
9136-5
16

页数
184
192
127
188
199
140

定价
49.90
32.90
19.90
49.90
32.90
19.90

配套产品
附 MP3 光盘一张
附 MP3 光盘一张
附 MP3 光盘一张
附 MP3 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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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教程
走进德国
Aussichten
《走进德国》是一套专门为德语非母语学习者编写的一套德语学习教材。本套教材
分为六个等级 (A1、A2、B1、B1+、B2、C1)，每个等级配有相应的学生用书（Kursbuch）、
练习手册 (Arbeitsbuch)、教师用书 (Lehrbuch) 及视听材料 (Audio CDs+DVD)。学完本套
教材将达到相当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标准”的 C1 水平。

显著特点：
●
●

●
●

●
●
●

●

原版引进教材，语言地道、生动，发音清楚、标准，贴合时代特色。
每课由三个主题单元构成，即在私人、职场和正式场合的情景学习。学习语言的同时
配有课堂任务、游戏、歌曲和诗歌等内容。
全面培养德语学习者的听、说、读、写能力。着重培养德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
与《走遍德国》系列教材相辅相成，让德语学习者从了解德国到走进德国，不仅能学
习地道德语，还能通过教材的学习真切体会德国人的日常生活。
全彩印刷，版式活泼。
配套练习册也是全彩四色印刷，每课都有拓展主题、文章和图片，增加了内容的趣味性。
DVD 视频光盘中的小视频展现了德语国家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景，针对每个人物都
有配套学习任务。
适合人群：德语学习者，赴德留学生。

书 名
走进德国（A1）
（学生用书）
（配 3 张 CD 光盘）
走进德国（A1）
（练习手册）
（配 1 张 CD 光盘 .
配 1 张 DVD 光盘）
走进德国（A1）（教师手册）
走进德国（A2）
（学生用书）
（配 3 张 CD 光盘）
走进德国（A2）
（练习手册）
（配 1 张 CD 光盘 .
配 1 张 DVD 光盘）
走进德国（A2）（教师手册）
走进德国（B1）（学生用书）（CD 光盘 3 张）
走进德国（B1）（练习手册）（CD 光盘 1 张，
DVD 光盘 1 张）
走进德国（B1）（教师手册）
走进德国（B1+）（学生用书）
走进德国（B1+）（练习手册）
走进德国（B1+）（教师手册）
走进德国（B2）（学生用书）
走进德国（B2）（练习手册）
走进德国（B2）（教师手册）
走进德国（C1）（学生用书）
走进德国（C1）（练习手册）
走进德国（C1）（教师手册）
走进德国（B1+-C1）（语法训练）

书号 ISBN
978-7-5135-7950-6

开本
16

页数
258

定价
58.00

978-7-5135-7951-3

16

216

48.00

978-7-5135-7955-1
978-7-5135-7952-0

16
16

272
248

40.00
58.00

978-7-5135-7953-7

16

208

48.00

978-7-5135-7956-8
978-7-5135-8348-0

16
16

264
248

40.00
58.00

978-7-5135-8349-7

16

216

48.00

978-7-5135-8347-3
978-7-5213-0021-5
978-7-5213-0020-8
978-7-5213-0022-2
978-7-5213-0119-9
978-7-5213-0118-2
978-7-5213-0117-5
978-7-5213-0458-9
978-7-5213-0457-2
978-7-5213-0459-6
978-7-5213-0840-2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276
214
166
208
222
165
216
232
168
216
80

40.00
58.00
40.00
50.00
58.00
40.00
50.00
58.00
40.00
5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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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教程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青少版）“外研社点读书”
Planet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青少版）》是我社从德国 Max Hueber Verlag 引进的一套原版教材，针对
的读者群为：零起点中学德语（作为第一外语或者第二外语）学习者和同年龄段（12 岁 -18 岁）的德语
学习者。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青少版）》根据《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分为 A1 和 A2 两个级别，
每个级别均包括：学生用书（配 MP3）、练习手册和教师用书，其中 A1 级别还配有《单词表及语法
详解》。
学生用书分为四个单元、共十六课；每个单元的最后附有文化知识和语言知识的总结。随书附赠
MP3 一张，包含了全书的听力录音材料；练习册根据学生用书的课文顺序编写，提供了大量的针对性
的练习，并且编制了单元测试，供教师和学生检验教学和学习成果；教师用书给出了每课的教学内容
提要、教学目标，并附有单元测试题供教师参考使用。

教材特点
●

课文选材新颖，贴近年轻人的生活，符合青少年的学习和审美习惯。

●

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对于交际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视，实现听、说、读、写能力
的全面发展。

●

重视语言教育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对于德语地区文化的传播，使学生可以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
了解对象国的传统和文化。

●

依据《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设定科学的教学进度，学生用书、教师用书和练习手册构成完整的
教学体系和构架。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青少版）》系列教材包括：
书 名
书号（ISBN978-7-5135-）开本 页数 图书定价
配套产品
1273-2
16
173
45.00
附 MP3 ／点读光盘一张
学生用书 1（A1 水平）（点读书）
练习手册 1
1271-8
16
134
18.00
教师手册 1
1272-5
16
149
25.00
学生用书 2（A2 水平）（点读书）
2009-6
16
160
45.00
附 MP3 ／点读光盘一张
练习手册 2
教师手册 2

2079-9
2078-2

16
16

128
188

18.00
25.00

本教材系外研社点读书，可通过“外研通”点读笔直接进行语音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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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教程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
Themen aktuell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Themen aktuell) 是引进于德国著名的德语教育出版社 Max
Hueber 的一套强化德语教程。本套教程共分三册，本册包括：学生用书、练习手册和教师手册。第三
册配有练习手册和教师手册。
本套教程版式新颖、图文并茂、教学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多彩。学习者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会奠
定坚实的德语基础。
本套教程的最大特点是培养学习者全面的听说能力。这也是我国德语学习者迄今为止最欠缺的
技能。通过大量的贴近现实生活的文章和听说练习，学习者能够更快地掌握用德语交际的能力，并
对德国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有进一步的了解。因此本套教程也可以作为其他德语入门教材的配套听
说教材来使用。
本教材配有专门的网络支持，地址为：www.themen-aktuell.de。
适用人群 : 德语初学者、德语强化班学员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系列图书包括：
书名
书号 (ISBN978-7-5600-)
学生用书 1(MP3 版 )（A1 水平）
3394-5
教师手册 1
练习手册 1
学生用书 2 (MP3 版 )（A2 水平）
教师手册 2
练习手册 2
学生用书 3 (MP3 版 )（B1 水平）
教师手册 3
练习手册 3

3563-5
3564-2
4033-2
4034-9
4120-9
4678-5
4680-8
4679-2

开本

页数

定价

配套产品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250
296
246
238
290
244
182
222
184

49.00
35.90
25.90
49.00
40.00
25.90
49.00
26.90
25.90

附 MP3 一张

本系列配套中级教材推荐：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系列

参见第

附 MP3 一张

附 MP3 一张

37 页

如果学习者希望强化词汇，可选用《德语词汇速速成》
参见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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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
em neu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em neu） 是一套专为德语非母语（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的学习者编写的德语强化教材，由德国著名的外语教育出版机构 Max Hueber 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的内容及语言水平参考德国歌德学院的中级德语考试——ZMP
（Zentrale Mittelstufenprüfung），学完本套教材将达到相当于欧洲语言共同标准 C1 水平）。本套教
材分为三册：Brückenkurs（Niveau B1），Hauptkurs（Niveau B2），Abschlusskurs（Niveau C1）。
每册配有相应的录音材料 (CD)、练习手册（Arbeitsbuch）、教师手册 (Lehrerhandbuch)。此外，本教
材还配有一本语法练习册（Übungsgrammatik）配合全套使用。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可与目前的各种初级教程接轨，顺利过渡到中级阶段。
本套教材旨在培养学习者全面的德语语言应用能力（听说读写）和学习技能，使学习者能够巩
固和提高德语交际能力。
读：大量的阅读文章，涵盖了各种形式和文体
听：多样的听力课文，包括采访、电台节目和广播剧等
写：系统的写作训练，实用性和创造性并重
说：以口语训练为主，加强语言组织能力的培养
词汇：系统的、联系上下文的词汇训练
语法：每课课文最后总结该课所涉及的语法现象
配有专门网络支持：www.hueber.de/em-neu
适用：已具备初级德语水平的学习者、德语中级班学员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系列包括：

书名
书号（ISBN 978-7-5600-）
学生用书 1 (CD 版 )（B1 水平） 5506-0
练习手册 1
5512-1
教师手册 1
5508-4
学生用书 2 (CD 版 )（B2 水平） 5514-5
练习手册 2
5830-6
教师手册 2
5516-9
学生用书 3 (CD 版 )（C1 水平） 8212-7
练习手册 3
8214-1
教师手册 3
8211-0
语法练习册
6177-1

开本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页数
153
137
116
186
153
111
187
156
92
256

定价
45.00
18.00
20.00
45.00
18.00
20.00
45.00
28.00
15.90
26.90

配套产品
附 CD 两张

附 CD 两张

附 CD 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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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标准
Der Gemeinsame Europäische
Referenzrahmen

	   为进一步推动并深化“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议会通过一套建议
标准，将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所具备的实际交流能力从低到高进行了详
尽描述，指出学习者在听、说、读、写四项技能上所具备的典型能力，
用于评估语言学习者的学习成就，同时也给出了一个教育上的评估方针。
这套标准为欧洲语言的评量架构和教学指引、考试、教材出版等，提供
一个基准。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标准”将语言水平划分为 3 个等级：A（基础
水平）、B（独立运用）、C（熟练运用）。每个等级下细分为 2 个级别。

A1

能理解并运用每天熟悉、与自己喜好有关的表达方式和非常基础的

语句，可以介绍、询问个人讯息或询问他人基本信息，例如居住地、人
际关系、所有物，对于他人缓慢而清晰的对谈，只能以简单的方式产生
反应。

A2

能理解在最贴近自己的环境中经常被使用的表达方式或语句，例如

非常基本的个人和家庭资料、购物、区域地理和就业信息。能与人沟通
简单而例行性的工作，这类工作通常只需要简单而直接的日常讯息。另
外，此等级学习者，能够用粗浅的词语描述自身背景、以及最贴近自己

3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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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之中的事物。

B1

能用清楚并标准的语言阐述有关工作、学校或爱好等熟悉话题的基

本要点。在国外旅行时能自如地应对可能发生的一般情况。在谈到感兴
趣和熟悉的话题时，能简明、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能讲述经历事件
或描述梦想、希望和目标，并简要地阐述和论证计划或意见。

B2

能理解复杂文章段落的具体和抽象主旨，包括技巧地讨论自己的专

业领域，可自然而流畅地和该语言的母语使用者进行互动。可以针对广
泛的主题说出清晰、细节性的文字，并且可对于一个议题提出解释，进
行利弊分析，阐述各类想法。

C1

能理解更广泛的大篇幅的，语言难度更高的文章并抓住文章的引申

含义。能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不需要搜索词汇。在社会、学术和专
业环境中自如、有效地运用语言资源。能针对比较复杂的题目写出清楚、
有条理、细致的文件，并且能够有效地使用语言组织工具、联结词和结
合词语

C2

对所有听到、读到的信息，能轻松地做观想式了解。能由不同的口

头书面信息作摘要，再于同一简报场合中重做论述及说明。甚至能于更
复杂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自我表达且精准地区别出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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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综合教程

大学德语简明教程
顾江禾 编著
● 零起点，推荐学时：80
● 全书

课时
14 课，1-3 课语音部分介绍德语发音规则

● 德语英语对照学习，助初学者迅速掌握德语发音、语法规则
● 含 4 套自测题，学习者可以分阶段检验德语学习成果，书后附答案
● 随书赠自学使用 CD-ROM 光盘一张，含 MP3 音频资料和课文内容
● 适合高校德语二外学生、德语自学者、培训班学生使用

ISBN 978-7-5600-9517-2

39.00 元，1/16

358 页

大学德语语法精解与练习
顾江禾 编著
● 通用：适合课堂教学，也适合自学使用。
● 地道：情景式解释，语境性练习引入语法现象。
● 详实：语法点配以大量范例和讲解。
● 拓展：提供 4 套阶段性测试题，帮助学习者检验学习成果。
ISBN 978-7-5135-9955-9

43.00 元，1/16

256 页

德语速成
Deutsch Express
肖佩玲 张人杰 殷生根 任伟 编著
《德语速成》编写的指导思想是要培养学生既有较系统的德语语
音、词汇及语法知识，又要使学生具有实际掌握、使用德语的能力。
本教材包括在德语国家学习和生活必不可少的各个题材。语言规范、
实践性强。
● 目标广：适用于广大致力于留学德国的培训班学习者和自学者。
● 重语法：侧重语法讲解和习题操练，有助中国学习者攻克德语语法
难关。
● 讲实用：内容涵盖在德语国家留学和生活必不可少的题材，提高学
习者德语应用能力。
● 语音教学内容详实，规则讲解清晰。
ISBN 978-7-5135-6210-2

86.00 元，1/16

7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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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综合教程
德语 300 小时（MP3 版）
Deutsch-300 Stunden (revidierte Auflage)
殷桐生 叶本度 编
● 荟萃最新科技德语文章，适合理工学生学习德语
● 200

页的语法集中解释，繁杂语法一目了然

● 300

小时轻松学会德语，帮助学习者打下扎实基础
MP3 一张

● 书后附

适用人群：高等院校非专业学生、培训班学员、自学者
ISBN 978-7-5600-0290-3

45.00 元，1/32

676 页

德语 300 小时 学习辅导用书
Deutsch-300 Stunden
杨静 王姝 编著
● 本书是配合畅销 20 余年的经典德语教材《德语 300 小时》（MP3 版）
的学习辅导用书，含主课文译文、练习答案、课文中难句、疑难表
达方法释义。
● 为配合教师检查学习进度，特别增加两套自测题及自测题答案。
适用人群：高等院校非专业学生、培训班学员、自学者
ISBN 978-7-5135-1206-0

15.00 元，1/32

152 页

商务德语教程
Business Deutsch
刘德章 宛立群 编著
《商务德语教程》是教育部高职高专其他语言类教指委规划教材，
设计学时为 72 学时。本书共分为三个学习领域：一、办公室工作；二、
商务旅行；三、商务沟通；每个学习领域下面又划分出具体的学习场
景和主题，如：电话用语、展会交际、餐桌礼仪等，融入大量文化背
景知识和跨文化能力的训练，适合高职高专学生进行商务德语学习和
跨文化交际学习，也适合有一定德语基础的学习者培养商务交际能力。
ISBN 978-7-5135-0813-1

27.00 元，1/16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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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专项教材
德语中级阅读教程
Leseverständnis für Fortgeschrittene
吴江 编著
一本全新的德语阅读手册，专门为中级德语水平者编写，为顺利进入
高级阶段打下坚实基础。
80 篇体裁多样、风格各异的文章
个主题，涵盖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

● 精选
● 20

● 文章难度适中，注解准确，逐步提高阅读能力
● 专论阅读方式，使读者轻松过好阅读关

ISBN 978-7-5135-8440-1

22.00 元，1/32 350 页

德语高级阅读教程
Lesen und Verstehen
Renate Freudenberg-Findeisen（德） Jörg Schröder（德） 编著
● 达到德福考试阅读训练的要求
● 通过文章掌握阅读策略与技巧
● 扩大和深化专题词汇量
● 掌握有目标地记忆以及巩固新词汇的技巧
● 思考文本内在的语法结构及其应用
● 阅读文本时，结合相应专题文章的写作与讨论
● 将语言学习和国情学习联系起来

ISBN 978-7-5135-0570-3

18.00 元， 1/32

192 页

新编德语报刊教程
《新编德语报刊教程》由作者结合新世纪德语报刊课教学实践的新要
求和最新德语报刊的有关情况编写而成。第一部分为“德语报刊常识”，
共分绪论和 15 讲，介绍德语报刊概况、消息来源、七个要素、十大功能、
十六种代表性德语报刊以及六类德语报刊文章。其中摘用了 80 多段（篇）
例文，选自 30 多种德语报刊。本书第二部分为“德语报刊阅读文选”，共
摘选 28 篇德语报刊文章，题材涉及经济、科技、教育、工业、文化、医疗、
欧盟、中德关系等，具有知识性、趣味性、代表性和适读性。此外，讲练
紧密结合，选文配有简单导读、生词释义、难点解释、句子翻译、阅读思
考题等，帮助德语学习者在了解德语报刊的同时，扩展词汇量，提高德语
阅读和翻译能力。
ISBN 978-7-5135-6956-9

42.00 元，1/16

3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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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专项教材
德汉翻译教程
Kurs für den Übersetzungsunterricht
der deutschen und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张崇智 编著
● 汉德互译，翻译技巧详细剖析
● 文体丰富，涵盖各类典型文章
● 有的放矢，德汉对照逐一讲评
● 对比学习，巩固掌握翻译方法
ISBN 978-7-5600-2661-9

22.00 元，1/32 257 页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汉译德理论与实践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汉译德常见问题，从词汇、语法、篇章结构和修辞
角度提供地道的德语翻译

框架严谨，问题分析深入，翻译实例丰富

附有多种体裁文章的翻译讲评和练习，极具参考和
价值

等院校德语专业学生、翻译工作者、中等程度德语
者使用

汉译德理论与实践

教师总结多年汉译德课程教学经验编写而成

外研社·供高等院校德语专业使用

汉译德理论与实践
钱文彩

编著

钱文彩 编著

钱文彩 编著
本书系统对比了德汉两种语言在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
运用现代语言学，特别是对比语言学和话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探
讨翻译学的规律。针对在汉译德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本书力求作
出科学的解释，并从词汇、语法、篇章结构和修辞学等角度提供地道
的德语翻译。
● 严谨的理论框架
● 深入的文体分析
● 丰富的翻译实例

9895
deyuxuexi@

定价：22.00元

ISBN 978-7-5600-3487-4

22.00 元，1/32 277 页

德语口译教程
Lehrwerk für Dolmetschübung
李逵六 编著
“口译如同用一件旧毛衣制成新毛衣——首先要把旧毛衣的毛线拆
下来，洗净，然后再根据新的样式编织。织成的新毛衣，内容是原有的，
但样式却是新的。”
●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李逵六教授总结数十年口译实践与教学经
验编写而成。
● 涉及题材广泛全面，涵盖社会生活诸多领域
● 采用原汁原味的第一手现场资料，锻炼口译实务
● 指明德语口译难点，指点化解之道，精炼实用
ISBN 978-7-5600-6021-7

48.00 元，1/16 3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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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专项教材
汉德口译实践入门
Einführung in die Praxis des chinesisch-deutschen
Dolmetschens

刘炜 Thomas Willems（德） 著
《汉德口译实践入门》配套口译单词手册，按照主题情景分为 8 个
单元，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具有以下特点：
● 创新教学方法：编者从学生的语言习惯与心理特点出发，遵循纠错教学
法的基本原则，在教材中编入课堂实践所收集的学生翻译的典型错误，
以错为镜，以纠为学。在加深学生对自己语言习惯与口译能力认识的同时，
减少学生对于错误的恐惧心理。
● 锁定课程目标：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口译课即提高外语水平的专项课”、
“外语好则翻译好”这些误区，编者特别强调口译课并非精读课，通过
反复强调口译技巧，穿插口译讲评，有的放矢地提高学生口译能力，传授
应对口译突发状况的方法。
● 还原口译实践：每个单元都分为口译任务、注意事项、预计口译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课堂口译实践、口译场景总结和录音录像整理 6 个模块，完整
还原了实际工作中口译员接到委托、准备委托、进行口译和自我总结的
各个步骤，渗透了编者关于口译实践工作的宝贵心得。配套的单词手册开
本较小，在口译实践中供学生随时按主题查找相关词汇和重要表达。
● 方便教学操作：
面对很多教师不知如何上口译课以及处理材料这一问题，
编者从身的教师角色出发，
以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和提升教学效率为原则，
按照本科二、三年级的普遍周课时安排编写材料，同时提出具体的教学
意见。
ISBN 978-7-5135-9922-1

52.00 元，1/16 369 页

中德跨文化高级口译教程
Chinesisch-deutsches KonsekutivdolmetschenEin Lehrwerk aus interkultureller Perspektive
für Fortgeschrittene
宋健飞 等 编
《中德跨文化高级口译教程》革命性地将口译课程与跨文化知识相
结合，在锻炼学生口译能力的同时开拓学生的文化视野。编者精选多个
文化主题，融合吸纳了众多中德文化、时事的特有概念，丰富学生的词
汇量、知识储备和扩展翻译视野，并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合理安排每
章节内容与练习，方便教学操作。本书是适用于高等院校德语专业高级
阶段的创新型的口译教材，具有相当水平的德语爱好者或跨文化专业的
师生也可选用。
ISBN 978-7-5213-0326-1

52.00 元，1/16 3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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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专项教材
中德国情口译教程（MP3 版）
Deutschland und China
Landeskundliche Themen zum Dolmetschkurs
马宏祥 编著
北京外国语大学口译及德国研究专家马宏祥教授编著
● 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试用，受到广泛欢迎
● 通过口译形式介绍中、德两国国情，注重口头表达
● 概述两国地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民俗等方面
● 书后附 MP3 光盘一张
ISBN 978-7-5600-0999-5

28.00 元，1/32 323 页

德语国家国情
Texte zur Landeskunde der deutschsprachigen Länder
马宏祥 李文红 编著
本书是为高校德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编写的“国情学”教科书，分
专题介绍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共和国以及瑞士联邦的地理、
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每个章节安排了各种形式的课文、
延伸阅读以及练习，并配有用德文注释的词汇表。
ISBN 978-7-5600-1471-5

25.90 元，1/32 395 页

德语经济知识导论
Grundkenntnisse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徐四季、张凯 编著
德语经济知识导论》为高等学校德语专业教材，适用于本科高年
级经济专业倾向课程，同时也可供参与中国和德语国家经济交往或企
业活动的经贸从业者参考阅读。本书用德语对经济学基础知识进行专
题传授，旨在培养学生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德语语言交际能力并使其初
步掌握基本的经济学知识。
《德语经济知识导论》基础课文均改编自德语原版经济学教科书，注
重语言规范，逻辑严密，学术观点中立；自主学习部分的篇章注重生
动活泼，丰富多彩，思想百家争鸣：形式不仅有阅读文本，还有音、
视频资料；资料来源有经典著作（如《资本论》），有德国电台、电
视台的节目，有德国报刊、杂志（如《法兰克福汇报》、《商报》、《经
济周刊》和《焦点》），还有各大网站；学术思想有传统的，也有前卫的，
供学生独立鉴赏。
ISBN 978-7-5213-1117-4

58.00 元，1/16 4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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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专项教材

经济德语基础教程
Praktisches Wirtschaftsdeutsch
马宏祥 霍思泰（德） 编著
本书是为高等学校德语专业的高年级学生编写的经济德语教科书，
按专题介绍了一般的经济理论知识、经济规律和法规及其具体运用。
全书后新增所有练习题答案，方便对照练习。
ISBN 978-7-5600-1259-9(02)

42.00 元，1/16

345 页

德语语言学教程（新版）第二版
Linguistik für Germanistikstudium

王京平 编著
《德语语言学教程（新版）》是经典教材《德语语言学教程》的修订
版。作者王京平老师针对德语语言学的新发展及新的研究成果，引入最新
语言学的理论。
● 保留原有教材的精华的同时，使教材的主旨更加明确：突出语言学对德
语学习的指导作用。
● 介绍德语语言学基础知识及理论，语言浅显易懂，同时提供德文原文，
方便德语学习者理解及学习。
● 针对准备考研的德语学习者，补充德语专业术语及中文翻译，扩充引言
备注。
ISBN 978-7-5135-9948-1

45.00 元，1/16 294 页

德语语言学导论
朱锦 编著

Einführung in die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 für chinesische
Germanistikstudierende
《德语语言学导论》是作者根据多年的德语语言学课程的教学经验编写
的，适用于中国德语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德语语言学基础课程教学。《德
语语言学导论》每章后面附有数篇德语原版阅读课文作为补充教材，同时也
配有大量练习，这样无论从语言程度上还是内容上都很适用于研究生教学。
● 实用性强：适用于中国德语专业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语言学课程教学。
● 练习多：配有大量德语原版阅读课文作为补充，通过练习帮助学生加强理解。
ISBN 978-7-5213-1207-2

52.00 元，1/16

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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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专项教材
德语篇章语言学
Deutsche Textlinguistik
唐进论 编著
《德语篇章语言学》是介绍德语篇章语言学的学术著作。其对象为德
语本科高年级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本书就篇章语言学的一些基本问
题如语篇结构、语篇功能、语言分类等方面进行理论说明和模式类型化，
强调语篇内容结构化、分析方法程序化，要求做到阐述精确、模式典型、
结构完整、重点突出。
本书具有如下特色：
● 介绍语篇的基本特征、构成及相关概念，为读者打开语言学学习的大门
● 介绍篇章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学习者实际应用打下坚实理论基础
● 选取形式多样的篇章实例进行相应语篇分析、将理论和实际紧密相连
ISBN 978-7-5135-3871-8

48.00 元，1/16 336 页

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

汉德语言实用对比研究
钱文彩 著
● 填补空白： 为国内新兴的汉德语言对比研究填补了空白
● 全面对比： 在语言、音位、词法和语篇等各方面的对比
● 简单实用： 避免理论的赘述，力求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 适用对象： 德语专业、德语语言学工作者、对德语语言感兴趣的德
语学习者及德语国家的汉语学习者
ISBN 978-7-5600-4363-0

40.00 元，1/16 483 页

科技德语阅读教程
Lesetexte aus Natur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陆春林 编著
《科技德语阅读教程》的特点是突出科普知识，涉及多种自然学科，
有：人与自然，生态环境，食品加工，地质与地理，考古探密 , 能源
与核灾害，医学卫生，仿生学，纳米技术，超导材料，现代交通工具，
新能源燃料电池，天文及宇宙起源，卫星技术与 GPS 导航，生命科学 ,
转基因技术等，并介绍科技领域一些最新动态及成就，内容广泛而有趣。
读者通过本书阅读训练与听力训练，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
而且也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ISBN 978-7-5135-5006-2

40.00 元，1/16

2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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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专项教材

科技德语听力教程
Hörtexte aus Natur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陆春林 编著
《科技德语听力教程》是一本为高等院校德语专业本科生、研究
生编写的教材，同时也适于德语爱好者作为德语科普读物使用，尤其
适用于之后有志于去德国留学学习科技专业的同学。本教材有以下特
点：内容丰富，涵盖信息技术、环保、医疗卫生、天文学、汽车制造、
能源等方面。题材新颖，时代性强，收录了汽车技术等方面最新的报道。
难度适中，方便老师和同学根据教学实际情况灵活使用。《科技德语
听力教程》与《科技德语阅读教程》相配套，读者可先学习阅读教程，
了解该学科技的相关专业知识，作为听力的铺垫 , 从而对听力理解有
一定的帮助。
ISBN 978-7-5135-5005-5

48.00 元，1/16 384 页

文学理论入门与实践
Einführung in die Literaturtheorie
Arne Klawitter（德） Michael Ostheimer（德） 著
● 本书详细解析了文学理论中的 11 种概念，例如阐释主义、文本解构、
女性文学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并对每一种概念进行
了举例说明和使用分析，最后还以三篇中外文学作品为范本，介绍上
述文学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和意义，其中还包括鲁迅的作品《狂人日
记》。
作为纯文学理论书籍，本书既有详细精确的理论阐述，同时也有
适当的例证，始终把文学作为关注的首要对象，不脱离实际，是一本
难得的理论书籍。
ISBN 978-7-5600-7393-4

39.90 元， 1/16 382 页

德国文学简史（修订版）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Karl-Heinz Würst（德） 编著
● 本书由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 AD）驻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专家
Karl-Heinz Würst（吴涵志）编著，他长期在华讲授德国文学，此书是
其专门为中国人介绍德语文学而编写
● 本书简要介绍了德国文学从中世纪到二战后的发展历程，涵盖了德
国文学几乎所有的重要时期及流派
● 本书以德语编写，书后附有专业词汇德中对照表、中德文注释，适用
于德语专业学生，也适合有一定德语基础并想了解德国文学者
ISBN 978-7-5600-7646-1

26.00 元，1/32 3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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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专项教材
文学与认识
Literatur und Erkenntnis
王炳钧 编著
● 一本由文学体验直达认识深处的摆渡式作品
● 分单元论述了从启蒙运动到当代的德语文学发展
● 每单元编选了符合该阶段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设置了开放式的练
习和讨论
● 文学为平台，以启发思考、达到认识为目的
● 针对德语专业高年级编写，亦适用于德语文学爱好者
ISBN 978-7-5600-1155-4

17.80 元，1/32 472 页

德语文学选集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选集丛书
Anthologie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韩瑞祥 编
● 适用对象：德语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德语专业研究生、德语教师以及
具备同等德语水平的德语学习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韩瑞祥教授根据多年文学专业教学经验，精
选从“启蒙运动”时期的代表作家莱辛直至当代，共 54 位德语文学史上
极具代表性的德语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以作家所属文学时期为准排序。
每位作家独立成为一个小单元，每单元包含 4 部分：作家生平及作品概
况简介，代表作品，推荐书目，思考问题。本书介绍作家全面、选录作品
丰富——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各种文学体裁，是德语学习者提
高文学修养的优秀读物，也为德语文学专业教师提供了广阔的选材空间。
ISBN 978-7-5600-4365-4

58.00 元，1/32 1,036 页

德语经典诗歌解析
姚力 丛明才 主编
● 本书涵盖了从启蒙运动时期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德语诗歌中极具代
表性的名家名作。全书共有十一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历史背景概述、
作品和练习三个部分。
● 作品选择上，作者不仅选取了从启蒙运动时期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
德语诗歌名家名作，也特意收录了一些迄今为止尚未进入主流诗歌教
材的作品，力求开辟一个新的视角，让读者能够全面地体验和感受德
语文学中的诗意世界。
● 每首诗歌后面配有词汇解释、问题与讨论等练习，有助于读者把握诗
意世界背后的现实意义。
● 适用对象：德语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德语专业研究生、德语教师以及
有一定德语基础的诗歌爱好者
ISBN 978-7-5135-3688-2

56.00 元，1/16 3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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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德语戏剧赏析
Deutschlernen Durch Moderne Schauspiele
杨建华 编著
● 了解并学习布莱希特、楚克迈耶、迪伦马特、耶利内克等德语名家名作。
● 通过阅读戏剧学德语，通过学德语领略德语戏剧之魅。
● 全书共分七章，每章处理一部剧本，包括戏剧介绍、分析、讨论、练习。
● 三阶段阅读过程能帮助学生从泛读、深读到理解各剧的情节和探索情
节中的语言、艺术和文化内容。
ISBN 978-7-5135-9945-0

40.00 元，1/16 172 页

中国文学名作德译本选读
宋健飞 黄克琴 编著
《中国文学名作德译本选读》精选 15 篇经典中国文学名著德译本
选段，通过阅读、比较和赏析这些译文佳作，提高学生文学文化综合素
质，同时传授一些翻译的策略和技巧，提高学生汉译德的能力。《中国
文学名作德译本选读》为高等学校德语专业高年级教材，适用于德语专
业《德译中国文学名著选读》《中国文化》等阅读课程以外，亦可以作
为《汉译德》课程的教材使用。同时也可作为德语系研究生相关课程教
材或供自学者使用。
ISBN 978-7-5213-0709-2

45.00 元，1/16 240 页

德语商务信函写作
Moderner Schriftverkehr im Au enhandel
李忠民 编著
● 全书共 21 章，包含了外贸函件的各类格式、发送以及商务工作的各业务环节
● 结合近年国际贸易出现的新情况，补充相应章节内容，指导函件实际操作
● 贴合信息化时代要求，另附电子文本光盘，选用大量邮件供计算机编辑之用
● 可作为德语专业的商务教材或参考书，也是对外贸易从业人员的极佳工具
ISBN 978-7-5600-9914-9

45.00 元，1/16 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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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日常信函写作
Schreiben im Alltag
李忠民 编著
● 一书在手，写信无忧
● 全书共分三章，包含信函的格式、私人信函及个人事务信函范例及大
量常用例句。
● 私人信函范例涉及祝贺、邀请、通知婚恋等日常生活交际。
● 个人事务信函提供如何与政府公共事务部门、医院、银行、保险公司、
警务部门等来往函件范例，涵盖在德语国家学习、工作的方方面面。
● 德语学习与交际的实用文本，在德语国家生活的范例之作！
ISBN 978-7-5213-0379-7

45.00 元，1/16 234 页

中级德语视听说教程（配 DVD 光盘）
刘方 王莺 温静 陈群 编著

一本融现实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适合中级水平
德语学习者适用的视听说教材，配有 DVD 光盘
● 语言地道—所有视频、音频均选自德国电视台或电台的原版节目
● 题材丰富—以不同主题为线索，涉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
● 练习多样—调动所有感官，帮助学习者全面训练听、说和写的技能
● 知识全面—通过“文化小贴士”介绍德国相关国情知识，培养基本
的人文素养
ISBN 978-7-5135-0083-8

36.00 元，1/16

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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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德语语法——精解与练习
Lehr- und Übungsbuch der
deutschen Grammatik

Hilke Dreyer（德） Richard Schmitt（德） 编著
王芳 译
● 本书德文原版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是德语语法书中的佼
佼者，多次再版；本书是由它的最新版本翻译而成的
● 全面、精准地介绍了德语语法规则，配以大量的列表和表格以及练习
● 在一般语法书中无法求证的问题在本书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 详细的目录有助于快速查询
ISBN 978-7-5600-2163-8

32.90 元，1/16

409 页

德语语法大全（上）
Übungs-grammatik für Anfänger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Renate Luscher（德） 编著

徐丽华 译
● 浅显易懂的解释，清楚明白的例句，生动有趣的练习
● 配合 DaF 考试
● 独创的语法点索引，方便查询
● 渐进式结构，层次清楚
● 练习丰富，针对性强
● 完全按照新正字法编写
ISBN 978-7-5600-2602-2

30.00 元，1/16

318 页

专门为初学者编写，为顺利进入中级阶段打下坚实基础

德语语法大全（下）
Übungs-grammatik für Fortgeschrittene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Karin Hall（德） Barbara Scheiner（德） 编著
缪雨露 译
● 浅显易懂的解释，清楚明白的例句，生动有趣的练习
● 配合 DaF 考试
● 按文章主题编排练习，在一个意义单元里练习语法重点
● 独创的语法点索引，方便查询
● 适合课堂教学，也适合自学使用
ISBN 978-7-5600-2400-4

34.90 元，1/16

428 页

专门为中、高级学员编写，帮助全面深入地学习德语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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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语法及词汇
德语实践语法 - 精讲精练
张穆 马艳 编著
● 《德语实践语法 - 精讲精练》是一本德语语法参考书，其所包含的
语法均是德语中的高频语法，是学习者需要掌握的重点语法。
● 清晰，将德语语法分为 10 大类，使学习者对德语语法一目了然
● 详实，每个语法点配以大量范例和讲解，牢固掌握核心语法点
● 拓展，配有丰富练习，由简到难，便于学习者巩固练习和自我检测
● 实用，德语语法、固定搭配同时学
● 通用，读者群广泛，教学皆宜
ISBN 978-7-5135-6163-1

68.00 元，1/16

672 页

德语语法强化教程
钱文彩 编著
本书是一本德语语法教材，其主要特色在于：将德语语法与汉语语
法相比较，帮助成年人克服学习德语时母语产生的干扰。
作者总结数十年教学经验，专门针对中国的德语学习者特点，透
彻讲述德语语法的重点和难点。除了精心讲解和分析，本书还配了大
量的练习，并附有练习答案，能帮助读者巩固和测试语法的掌握程度。
本书适合作为德语强化班语法课教材，亦可为德语学习者自学使用。
ISBN 978-7-5600-8027-7

39.90 元，1/32

611 页

新编德语语法（修订版）
Praxisorientierte Deutsche Grammatik
张才尧 编著
本书是编者根据近 50 年的德语教学经验，结合中国学生学习德
语过程中常见的疑难问题编写而成。自出版以来，因其完善的体系和
翔实的内容，深受读者欢迎，畅销多年。此次修订的重点之一就是严
格按照新正字法规则，在大小写、拼写、合写、分写、外来语及移行
分音节等方面，注意加以修改，尤其是某些变动很大的地方，着重提
醒读者，使其能够准确地遵循新正字法。
此外，为了加强本书的实用性，特地在动词的用法、动词和介词
的搭配、形容词对格的支配、介词的使用以及构词法方面，增加了不
少篇幅，以便读者参阅使用。
ISBN 978-7-5600-8028-4

45.00 元，1/32

6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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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英语德语比较语法
Eine praktische und komparative
Englisch-Deutsche Grammatik
芦力军 编著
● 从词法、句法和构词三大方面比较英语和德语语法的异同
● 语法分析涵盖面广、解释浅显易懂、例句清楚明白
● 帮助学习者轻松掌握英语和德语两种语言的语法
● 特别适合具备一定英语知识的德语学习者使用
ISBN 978-7-5600-5041-6

28.00 元，1/32

446 页

电子书

德语语法 ABC——杂谈·拾遗
叶本度 刘芳本 编著
《德语语法 ABC——杂谈·拾遗》不同于其他语法书，本书不求
面面俱到，但求以小见大。你知道大小写、分合写的区别所在吗？你
知道德语复合句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吗？你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
中式德语的表达误区吗？书中的“三言两语”就会告诉你什么是正确
的德语用法。本书共分四章：
一、“用词正确”让你在德语词汇的海洋中自由游弋
二、“组句无误”帮你逃离“长句”的梦魇，挣脱“时态、语态”
的牢笼，灵活造句、准确无误
三、“表达清晰”助你摆脱母语的思维定式，跳出德语表达的误区
四、“读写规范”教你正确的发音，规范的书写，地道德语信手拈来
ISBN 978-7-5135-4352-1

42.00 元，1/16 412 页

德语动词 ABC
陈晓春 编著
《德语动词 ABC》旨在帮助学习者对德语动词有个全面的了解；
分为“语法讲解”和“用法实例”两部分：
一、语法讲解部分对动词的用法作了准确、详尽而透彻的阐释，
尤其是对容易疏忽出错的地方作了着重讲解；既突出了一般规律，又
点明了特殊情况。
二、用法实例部分提供了大量的例句，所选句型都是最具代表性、
最能反映该动词特征的，目的是让学习者能够迅速掌握并模仿，继而
自己造出语法正确、表达准确、语义鲜明的句子来。
ISBN 978-7-5135-0818-6

48.00 元，1/16 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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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介词 ABC
叶本度 刘芳本 编著
本书包括德语语法重点，如：虚拟式、情态动词、时态，还包括
语法难点，如：介词语篇结构和语篇语法等
本书整理了德语语法中纷杂的介词知识，化繁为简，深入浅出，
以精简的语言提炼出介词学习的规律，为学生们掌握德语介词打开了
一扇便捷之门。全书共分四章：
一、“德语介词概述”领你初窥介词学习之门径
二、“词组及句型转换”助你领略介词变化之奇妙
三、“固定介词词组”丰富你的写作表达方式
四、“德汉介词对照”教你活学活用，结合母语拓展学习思路
ISBN 978-7-5135-0408-9

66.00 元，1/16 703 页

德语常用同义动词
张人礼 编著 祝彦 审校
本书共收集了 259 个最常用、中国学生最感困惑的德语动词，编
为 101 组，每组 2 至 5 个动词不等。每个动词后都附有大量例句，句
子力求口语化，语言规范，简洁、明了。
ISBN 978-7-5600-0339-9

18.00 元，1/32 285 页

德语同义词
Deutsche Synonyme
庄慧丽 编
本书收录了德语常用动词、名词和形容词（包括副词）406 个，
并对其进行了词义的辨析，力求准确、简明。其中，尤其注重对语义、
修辞色彩和使用环境的差别进行了比较。
ISBN 978-7-5600-1205-6

30.00 元，1/32

3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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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常用动词例解（第三版）
朱章才 编著
《德语常用动词例解（第三版）》是外研社德语词汇系列的
又一力作，主要有五大亮点：
● 实用：该书收录了约 500 个德语最常用的动词，例句丰富，大多
取材于与中国国情有关的德语文章
● 方便：重点动词按字母顺序排列，便于检索
● 直观：摒弃繁琐语法讲解，让具体例句“说话”
● 地道：
“妙语连珠”，动词、表达同时学
● 通用：读者群广泛，教学皆宜，适用于大多数德语学习者，有助
于自学，也有助于教师备课
ISBN 978-7-5135-5778-8

28.00 元，1/32

336 页

德语数字百事通
彭彧 郭佼韵 编著
《德语数字百事通》以德语的数字表达为主线，
● 介绍了诸如基数词、序数词、倍数、计量单位、钟点、历法、星象
等直接与数字相关的德语表达。
● 同时又涉及与数字相关的一些关于德国知识，诸如基本国情、地
理、人口、文化、医疗等方面的内容。
● 介绍了德语中涉及数字的各种谚语、惯用语、俗语等表达形式。
● 收集了德国历史、社会生活方面与数字相关的各种信息和知识。
● 是一本科普性极强的德语知识读物。
ISBN 978-7-5135-1205-3

25.00 元，1/32

152 页

56

SJ000 2020德语图书目录-3.indd 56

2020/1/7 15:13:33

德语语法及词汇

德语词汇巧学妙记
王京平 编著
许多德语学习者觉得德语单词难背，学起来枯燥无味，耗费
了时间和精力，效果却不大，久而久之学习兴趣锐减。那么，究
竟怎样学才能做到事半功倍，牢记住单词呢？德语词汇专家王京
平老师做了大胆而卓有成效的尝试，在巧字上下工夫，在妙字上
找窍门，结合多年德语教学经验，为你总结出一套卓有成效、科学、
实用的德语单词记忆方法。
● 纠正德语词汇学习中的一些不科学做法，原来查字典，背词义有
这么多门道和讲究！
● 提出了主动词汇的概念，集中精力攻克语言交际高频词汇，让日
常交流再无障碍！
● 提供强化词汇的训练模块和大量词汇练习，让你轻松记住 2000
个单词，一辈子也不会忘！
● 本书针对中国德语上口难的问题，提供了大量口语表达中最频繁
的基本句型，反复重复背诵这些短句，让你轻松突破口语大关！
● 提供成语，俗语以及谚语的固定表达，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让你
的语言不再乏味单调！
ISBN 978-7-5135-2925-9 26.00 元 1/16 216 页

德语词汇说文解字
王京平 编著
● 本书是德语名师王京平继获得读者极佳评价的《德语词汇巧
学妙记》之后隆重推出的一本“超级字典”式的词汇学习手册。
它既避免了市面上多数词汇手册盲目追求词汇量从而浅尝辄
止的弊端，又不像其他德语词汇书过于偏重语法和书面表达，
让学生顾此失彼。
● 本书按照字母顺序梳理高频核心词汇，针对每个核心词列举
出经典例句和常用搭配，同时，从一个核心词出发，详细讲解
其反义同义词和各种相关词形。深入浅出，融会贯通。
● 本书正是针对中国德语学习者的困惑而编写，为中国学生量
身打造的词汇详解学习手册。一本让你成为词汇交际达人，考
场和生活中都游刃有余的词汇学习图书！
ISBN 978-7-5135-3687-5 26.00 元

1/16, 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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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语法及词汇
德语语法速速成
Klipp und Klar

Ch. Fandrych（德） U. Tallowitz（德） 编著
● 语言简洁，例句典型，练习恰当
● 按语法点划分章节，讲解细致
● 大量图片和表格，帮助理解
● 特别设有“提示栏”，提醒读者一些最容易忽视的语法规则
ISBN 978-7-5600-2814-9

30.00 元，1/16

254 页

德语词汇速速成
Sage und Schreibe

Christian Fandrych（德） Ulrike Tallowitz（德）编著
吴毅 译
本书既是入门者自学提高不可多得的辅助材料，也是德语教师为
学生巩固词汇的优秀素材，特点非常鲜明：
● 约 2400 个德语基本词汇，按照难度递进编排成 99 章
● 每章为一个日常生活及市面通用教材的常见主题，可搭配任何教材使用
● 采用左页讲解、右页练习的形式，所有练习皆有答案，可满足自学需求
● 使用简短的小对话和小文章展示词汇的典型用法，配有诙谐的小插
图，双色印刷
● “参见”提示使相关主题相互联系，引导学习者将词汇融会贯通
● 包含所有 Zertifikat Deutsch 考试要求词汇，同时也适用于欧洲语音
测评协会推出的 A1，A2，B1 语言水平测试
● 书后配有词汇表，按字母顺序排列，加入中文释义
ISBN 9787-5600-4897-0

32.90 元，1/16

278 页

德语词汇联想与速记
Lernwortschatz Deutsch

Diethard Lübke ( 德 ) 编著
● 一本能大大简化德语词汇学习的辅助工具书，全新的记忆模式使记
忆单词事半功倍
● 精选现代日常德语的 4000 个常用单词、词组，附有中文释义和用
法例解，实用性强
● 分类收录词条，可以通过联想速记单词，将枯燥的词汇学习变得
简单、系统、有趣
● 收录词条是“初级德语水平测试（Zertifikat Deutsch）”所要求单词，
指导意义强
ISBN 978-7-5600-2500-1

15.00 元，1/32

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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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重要考试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
针对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学生，每年 3-5 月间（大二
下半学期）举办一次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
针对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学生，每年 3-5 月间（大四
下半学期）举办一次，可补考一次

大学德语四级考试
针对非德语专业在校大学生。每年 6 月举办一次，
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同日

大学德语六级考试
自 2010 年起举办，针对非德语专业在校大学生。每
年 6 月举办一次，与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同日

TestDaF 考试
每年 3、7、11 月举办，共 3 次；针对以赴德留学为
目的的外国学习德语者

DSH 考试
针对以赴德留学为目的的外国学习德语者，由各德
国大学自行出题，具体时间需咨询意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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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H & Test DaF
1. DSH (Deutsche Sprachprüfung für den Hochschulzugang ausländischer
Studienbewerber)
DSH 考试是德国大学入学的语言标准，只有通过 DSH 考试 , 才可以正式就读专业。它
要求学够 1,000—1,200 学时，牢固掌握和熟练运用德语语音、词汇、语法、句法和文章结构
的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听、说、写、读能力，能够用德语 " 理解事物的过程、情形、连贯
的思想、观点和意图以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
每位考生有两次考试机会，在同一所高校或大学预科参加的任何未通过的考试都要计算
在内。通过考试后不得再考。DSH 考试题目由各大学自己出，考试时间一般在学期之初。

考试内容：
DSH 由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组成。笔试先于口试举行。在笔试和口试中都得到至少 2/3 的分数 ,
即通过 DSH。没有通过笔试者不能参加口试。在笔试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 可以免去口试直接
通过 DSH。

笔试
笔试包括两个部分，每部分有两大题，题目可以围绕一个相关的主题。两部分考试时间总计
100 分钟。
第一部分
（1）听力理解与答题
（2）命题作文
第二部分
（1）阅读理解与答题
（2）科学语言结构的理解和处理

口试
口试时间约 20 分钟，谈话内容为普通科学问题及所选专业的基本问题。谈话可能以文章、图
画、录音和录像为基础展开。

免试条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以免试）：
1）德国高中毕业或相当于同等水平者；
2）具有文化部长会议颁发的 " 德国二级语言证书 " (Deutsches Sprachdiplom Stufe II) ；
3）具有歌德学院的 " 中央高级考试证书 " (ZOP)；
4）具有歌德学院颁发的 " 小语言证书 "(KSD) 或 " 大语言证书 "(GSD)；
5）具有 " 达福考试 "(TestDaF) 合格证书；
6）通过中国正规大学同德国大学合作举办的 DSH（在多数大学有效）。
7）中国大学本科德语专业毕业生（学士）可向大学外事处申请免试。
8）某些特殊专业的申请者以及只学习一个学期、最长两个学期的短期进修生，也可以向大学
外事处申请免试。

考试中心：
1）北京外国语大学
2）北京理工大学德语中心
3）上海外国语大学
4）同济大学德语中心
5）浙江大学德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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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H 的新规则：
仿照 TestDaF 的模式，DSH 考试的结果也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 --DSH1, DSH2, DSH3。达到
DSH2 水平者，可以申请就读于任何大学以及高等专科学校的任何专业设置。成绩达到 DSH1 水平，
即有资格申请。此规定自 2004 年 9 月 25 日起生效。

2. Test DaF (Test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德福考试（Test DaF），即：外国学生申请大学入学对外德语水平考试考试。该考试
是由德国学术考试开发学会下属的德福考试院统一命题、集中阅卷的全球标准化考试。德
福考试每年在全球每年举行 2 至 3 次，参加考试没有次数限制。德福考试证书被所有德国
高校承认。考试成绩有效期没有时限。

考试内容：
阅读理解、听力理解、笔头表达和口头表达
考试成绩按 4 项内容分别评定级别。根据 4 部分考试成绩颁发 3 个级别证书，即 TDN5、
TDN4 和 TDN3。TDN5 为最高级别。

考试中心：
1）北京大学考试中心
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考试中心
5）青岛大学德福考试中心
7）上海外国语大学考试中心
9）大连外国语大学考试中心
11）南开大学考试中心
13）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四川外国语大学国外考试中心
4）南京大学国外考试中心
6）武汉大学考试中心
8）西安外国语学院考试中心
10）复旦大学考试中心
12）黑龙江外国语学院考试中心

TestDaF 的新变化 :
自 2004 年 9 月起开始施行一项新规定：如果达到“德福 4 级”（TDN4），就已得到在德国
大学专业学习的语言水平资格（在此之前必须达到“德福 5 级”）。如果成绩达到“德福 3 级”
（TDN3）水平，也可以得到某些大学的特定专业的语言水平认可。

●

DSH 考试是专门针对德国大学入学许可的语言考试，仅对德国大学有效。
德福考试是基于国际测试标准的语言水平考试，其成绩也为其他部门、机
构和公司提供了应聘者德语语言水平和能力的证明。

●

DSH 考试由德国各高校自行组织，各地区各高校考试的难度参差不齐，是
非标准化考试；德福考试由“德福考试院”负责命题，有固定规格，每次
考试的难度是一致的，为标准化考试。

●

DSH 考试原则上只能在德国各高校举行，仅有个别学校在中国设立考点；
德福考试在中国已有 11 个考试中心，给学生一个在自己国家解决语言证书
的机会。

●

某一德国高校颁发的 DSH 证书往往无法得到其他高校的认可；德福考试成
绩全德国范围认可。

●

DSH 考试仅限考两次，不通过则丧失了在德国上大学的机会；德福考试不
限考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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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测试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样题集 ( 上 )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样题集 ( 下 )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 编
本套样题有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中心编写，分为上、下
两册。
● 上册含 2 套真题（2005-2006 年）和 5 套样题，下册含 2 套真题（2007-2008

年）和 5 套样题
● 两册书后皆附真题、样题答案
● 随书附听力测试部分录音 MP3 光盘
上册：ISBN：978-7-5213-1110-5 34.00 元， 1/16 184 页
下册：ISBN：978-7-5213-1315-4 34.00 元， 1/16 180 页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集（新题型）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 编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集（新题型）》是依据改版后
的四八级考试大纲出版的最新真题集。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中
心命题组成员合作完成 6 套试卷，将 2013 至 2015 年间每年的两套真题（A
卷和 B 卷）结集出版，两套试卷同等水平，审查程序相同。通过真题模拟
实战，考生可掌握专业四级考试题型、题量与难度，轻松应对考试。真题
集附赠 MP3 光盘一张，还可扫描封底二维码，随时随地做听力练习。
ISBN：978-7-5135-7222-4 36.00 元， 1/16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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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测试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样题集 ( 上 )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样题集 ( 下 )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中心 编
本套样题集由全国高等院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中心命题中心编写，分为
上、下两册，是德语本科专业四年级学生参加全国德语专业八级考试的必备
参考资料。
上册为专业德语八级考试模拟样题，共 10 套，包括听力部分，语法部分，
词汇部分，德语国家国情部分，翻译部分，书后附 MP3 光盘一张，内为模
拟样题听力部分录音。
下册为专业德语八级考试模拟样题阅读部分，共 15 套样题。另外还收
录了 2007 年和 2008 年 2 套考试真题和答案。书后附 CD 光盘一张。
样题完全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教学分指导
委员会于 2007 年出版的《全国德语专业八级考试大纲》编写，编写人员全
部为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中心命题委员会成员，因此具有权威性
和科学性。
上册：ISBN 978-7-5600-7801-4

29.90 元， 1/16 162 页

下册：ISBN 978-7-5600-7814-4

29.90 元， 1/16 184 页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真题集（新题型）
本书对 2015-2018 年专八新题型的真题、监考须知、考试中心对考试情况的总
结等专八考试信息汇总出版，力求帮助教师、考生从考题和考纲两方面了解专
业八级考试的要求，熟悉考试流程。
ISBN 978-7-5213-0693-4

36.00 元， 1/16 156 页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样题集 ( 新题型 )
本书全部习题由德语专业八级考试命题组编写，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
完全按照真实考试的题型、题量和难度编写，考生可充分体会实战。
提供四套最新德语专业八级考试样题，帮助广大考生掌握考试题型和难度，顺
利通过考试。
ISBN 978-7-5135-2975-4

28.00 元， 1/16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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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测试
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高分突破——四级阅读
● 分析新版大学德语四级考试阅读题型、剖析难点，介绍解题方法。
● 综合训练篇章理解能力、处理生词能力，处理难句长句能力，提高阅读速度，系统
提升阅读水平。
● 精选六套四级阅读模拟试题，供实战操练。
● 选材主题丰富，涵盖面广，语言材料原汁原味，内容与时俱进。

ISBN 978-7-5135-2864-1 26.00 元 1/16 208 页

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高分突破——听力理解
● 针对四、六级考试听力部分，剖析难点，介绍听力答题基本方法。
● 提供听力能力专项练习，针对数字、天气、银行、职业等各专项提供大量练习材料
及听力材料。
● 精选三套四级模拟试题和三套六级模拟试题，供学生进行实战操练。
● 选材力求主题丰富、涵盖面广，以帮助学生熟悉不同主题的词汇和内容，语言材料
原汁原味，内容与时俱进。
● 题型分析、权威点评、技巧讲解、模拟试题；
● 全面详实解析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中的各种疑难考点；
● 为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过关及获得高分之推荐用书。

ISBN 978-7-5135-3413-0 26.00 元 1/16 116 页

备战大学德语四级考试 词汇篇
郭屹炜 主编
● 本书以《大学德语教学大纲（第二版）》为基准，收录四级考试常见单词 2,600 余
个、短语 300 余条
● 全书 共 分 72 课：Vorkurs 为 基 础 的 500 余 词，按 字母 排 列。后 面 1-71 课 单词 按
照构词法或 者 词义相近的原则 进行分类区别。联 想记忆大 大 提高了记忆效率
● 每课均配有大量练习，分为两部分：Übung（对本课词汇的练习），Wiederholung
（对前一课的词汇巩固复习）
● 功能强大的附录包括：不规则动词表，考试常见介词搭配、词组短语表，练习答案
和总词汇表

ISBN 978-7-5600-6665-3（01）

32.00 元， 1/32 426 页

大学德语四、六级联想词典
顾江禾 秦小平 糜丽丽 编
● 本书根据新修订的《大学德语教学大纲》编纂而成，收录德语 1-6 级必背单词 3,600
余条，一本适合二外德语学习者使用的学习型词典。
● 针对二外学者特点，特别编排德英词汇对照，通过联想加强记忆
● 收录近义词、反义词、派生词、常用复合词、常用搭配，全面吃透词汇
● 8 个实用附录，汇集常用固定搭配与常见考点，全面支持词汇学习与记忆
● 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复习备考的得力助手

ISBN 978-7-5600-7396-5

42.90 元， 1/32 6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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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测试
德福考试高分突破真题集 ！
德福考试院 编
● 德国 MAX HUEBER 出版社和德福考试院联合出版，外研社独家引进
●
●

●

精选五套官方授权真题，全面真实呈现德福考试要求和题目类型
德福考试院特别撰写“德福考试官方指南”部分，包括“德福考试
概况”及考试中听、说、读、写各个环节的答题技巧
书后附赠 MP3 光盘一张，包括各部分真题的听力文章及口头表达部
分的习题

ISBN 978-7-5213-1033-7

56.00 元，1/16

430 页

全真试题，应试必备

德福考试全真试题
Training TestDaf
Gabriele Kniffka（德） Bärbel Gutzat ( 德 ) 编著
本书以德福考试的组成内容为架构，以分阶段练习、实战训练和模
拟试题为主体，分阶段逐步培养读者的德语语言和应试能力
● 内含大量德福模拟练习和真题，介绍了行之有效的答题策略、方法
和实用句型
● 适合备考者作自学、练习、自测之用，亦十分适于用作各类德福备
考班、培训班的课堂训练和测试材料
● 附 MP3 光盘一张
●

ISBN 978-7-5600-3326-6

26.00 元，1/16

132 页

德语 400 学时完全测试
So geht's Fertigkeitentraining Grundstufe Deutsch
Anni Fischer-Mitziviris（德）

编著

Sylvia Janke-Panpanikolaou（德）
●
●

原版引进德国 Klett 教育出版社针对“Zertifikat Deutsch”的测试类图书
包括难度等级递增的三个单元，共 15 套测试练习，第三单元达到
“Zertifikat Deutsch”所要求的德语水平

●

每套练习以一个主题作为基础，通过系统的文章测试学习者的听、说、
读、写能力

●

书中附有大量图片，使测试练习变得生动有趣
既适合与任何一套初级阶段的德语教材配合使用，也适合初学者自学使用
配有 CD 光盘 2 张，附于书后

●
●

ISBN 978-7-5135-9688-6

42.00 元，1/16

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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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测试

德福考试高分突破系列丛书
Sprint zum TestDaF

即将出版

同济大学德语系“德福”
培训教师 结合多年 教学
经验精心编写，
针对听、
说、读、写四个部分，逐
一 分 析 考 试 特点 和 答
题 技 巧，为 备 考 学 生
提供优质的考前强化
辅导

本系列包括：

德福作文高分突破
陈明浩 编著
● 结合范文分析实例，精析“德福”作文试题特点
● 针对“德福”图表作文，剖析难点，介绍写作技巧
● 提供常用写作句式，精选范文模板，易于模仿掌握
● 分析“德福”作文评分标准，帮助考生准确了解自己的写作水平

ISBN 978-7-5600-7980-6

30.00 元， 1/16

175 页

《德福考试高分突破真题集》
《德福阅读高分突破》
《德福听力高分突破》
《德福作文高分突破》
《德福口语高分突破》

德福听力高分突破
郭屹炜 陈忱 等编
● 精选

4 套考试样题，考生可以充分体验实战

● 分析评分标准，帮助考生准确了解自己的听力水平

3 种题型，剖析难点，介绍答题技巧
MP3 一张，提供丰富的听力练习资料
● 本书共分为 6 章，完成所有内容需要 50-60 学时
● 逐一分析“德福”听力
● 随书附赠

亦可作为 DSH 考生、德语中、高级水平学习者提高听力水平的辅导用书
ISBN 978-7-5600-8573-9

39.90 元， 1/16

276 页（附 MP3 光盘一张）

德福口语高分突破
韩巍 龚艳 编著
● 紧扣德福考试“口头表达”的要求，详细分析每个题型
● 针对中国考生的特点和弱点，逐题讲解答题思路，逐步介绍答题方法
● 配备大量练习，分项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提供学生答题实例并进行讲评
● 完全按照德福考试的要求和格式而制作的模拟题可供自测

ISBN 978-7-5600-9864-7

32.00 元， 1/16

213 页（附 MP3 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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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地进行听力训练

真题集》
破》
破》
破》

德语听说

听力是门课，它有自己的学习系统和方法，有自己的词汇要求，有自己的学习标准。
听力课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训练和学习培养学生独立处理新课文的能力。所以在学习过程
中要做到“会学”和“学会”。在此，我提出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1. 听力课文集词汇、语法和社会知识于一身，最简单的听力课文也是如此，因此听
力训练一定要与自身的学习程度相适应，这样听起来才会有兴趣，要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
2. 打好基本功。由于汉语和德语之间的表达差异，往往会造成听力上的困难，如德
语数字中个位和十位的念法、“万”字的表达方式、人名中名和姓的排列，年月日的排
列等等，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训练能为听懂课文扫除障碍。
3. 要学会粗听、检索听和精听。粗听是指第一遍听时要从头到尾认真听，不要为个
别词句停顿，听出人物、事件、地点和课文的主题即可，对课文有一个总体的概念。这
样再听时大脑就会调动所有与主题有关的词汇和知识来进行联想和判断，即使有些不熟
悉的词也可以通过上下文猜出几分。检索听是指在再听得过程中听出围绕主题展开的主
要内容，去粗取精，对课文有重点和深入的理解。精听是把课文中某些精彩部分，尤其
是包含新的语言知识和新的表达方式的部分拿出来仔细地听，做到能复述和运用。三种
听法各有其训练目的，粗听训练的是判断和综合能力，检索听训练的是选择和掌握重要
信息的能力，精听是训练对新知识的敏感性和吸收的能力。
4. 学会做笔记。面对短时间释放出的密集的信息量，如不能有效地做笔记，那么就
会造成重要信息的丢失，妨碍对课文的理解和掌握。

破》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江楠生

德语语音（第二版）
Deutsche Phonetik
庄慧丽 穆兰 编
《德语语音（第二版）（配 MP3）（点读书）》是经典德语语音教材《德
语语音》的第二版图书，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知名教授编写。
● 课文详细介绍了德语语音的发音规则和发音特点，本书分音素和语调两部
分，全书共 16 个单元，配有录音光盘。
● 音素部分包括发音方法讲解、单音练习、音素比较、读音规则、移行规则
以及多种形式的练习和简单的对话，供学生通过练习，正确掌握读音规则
和发音方法。
● 语音语调部分包括德语句子重音和各种语调，配有各种句型、短课文和对
话的练习形式，供学生经过训练初步掌握各种句型的语调变化，并能正确
地朗读课文和进行简单的对话。
● 本书同时配有大量练习方便德语学习者跟读及练习语音语调。全书发音由
DAAD 资深专家全程朗诵，德语发音标准清晰。适合广大德语初学者学习。
● 另外全书制作为点读书，配合外研社点读笔使用学习效果更好。

本书适合初学德语者使用，附 MP3 光盘一张
ISBN 978-7-5135-5475-6

25.00 元，1/32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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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听说
德语初级听力（修订版）
Deutsches Hörverständnis für Anfänger
江楠生 朱兵 编著
●

●

●

●

征服德语听力
的第一步

适用范围广泛。在内容选择上，不仅根据德语专业本科一年级所学
知识的词汇范围，更着眼于社会上自学者的使用要求
书中每个单元都设有短课文和长课文，训练听者的快速反应能力、
综合听力能力和实践能力
设置了“预备课文 Vorkurs”，使初学者在入门阶段便可以开始简单
的听力训练，扩充一些必要的知识，为正式课文训练打下基础
选择国内外新鲜的语言材料，使听者能够听到地道德语，学到实用
的语言知识

ISBN 978-7-5600-9034-4

28.00 元，1/16

238 页（附 MP3 光盘一张）

德语中级听力（修订版）
Deutsches Hörverständnis für Fortgeschrittene
江楠生 编著
●
●
●

●
●

承上启下，理想的
德语听力进阶教程

本书适合有一定德语基础的中级学习者使用
包括打电话、独白、对话、采访、简短说明文、国情和故事 7 大板块
题材丰富、情节生动，而且语言地道、语境鲜活，贴近德国社会的
日常生活。读者在提高听力水平的同时
扩展常用词汇，亦可了解德国国情
全书分为听力练习、听力课文和练习答案三部分，方便读者根据自
身的需要选择使用

● 封底扫描二维码，获取听力资料

ISBN 978-7-5213-1065-8 36.00 元，1/16

279 页

德语高级听力（修订版）
Hörverständnis für fortgeschrittene Deutschlerner
姚晓舟 编著
●

●
●

证明我们确实
听得不错

本 书 为 高 等 学 校 德 语 专 业 本 科 高 年 级 听 力 教 程。 课 文 主 要 选 自
Deutsche Welle 和 Deutschlandfunk 中对德国和国际大事件的经典性新
闻报道、评论和采访。每课配有生词表，对重大新闻补充以相应的
文字背景资料和难点解释。
全部课文内容均配有高清晰原声 MP3，附于书后。
本书属于扩展型听力教程。学生通过练习，除了可以提高听力、扩
大词汇量和加强速记能力等基本外语技能之外，还可以跟随德国媒
体对德国和国际政治、经济动态进行跟踪，了解热点新闻的背景知识，
熟悉德国和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些基础概念，为专业学习和今后从
事相关工作奠定扎实基础。

ISBN 978-7-5600-7494-8 32.00 元，1/32 312 页（附 MP3 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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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听说

学习德语——强化德语听说（1、２）
Lernziel Deutsch ( 1、2 )

Wolfgang Hieber 编著
● 专为德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编写
● 听说相结合，融口语于听力练习中
● 传授德语国家国情知识的同时讲解初级语法
● 包含形式多样的练习并附有答案
● 德语专业低年级或德语短训班的理想口语和听力教材
● 亦为理想的自学教材

书名
书号（ISBN978-7-5600-）
学习德语——强化德语听说 1
2177-5
学习德语——强化德语听说 2
2178-2

德语口语系列丛书

开本
16
16

页数
243
243

定价
29.90
36.00

配套产品
附赠 CD1 张
附赠 CD2 张

校园德语
Deutsch für Studium
马宏祥 著
本书是德语口语系列丛书：“全景德语”中的一本，主要读者
对象是计划赴德留学的中国学生。本书通过对话的形式全景展现了
中国留学生申请赴德留学和初入德国大学校园时将遇到的各种场
景，融基本知识介绍、解决问题之道以及口语能力提高于一体，既
具备一般留学指南的实用性，同时又具有提高口语水平的知识性。
本书附赠 MP3 光盘１张。
ISBN 7-5600-5682-2

19.90 元，1/32 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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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听说

天天学外语

7 天开口说德语

徐丽姗 编著
   《天天学外语 7 天开口说德语》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从台湾
瑞兰国际有限公司引进的语音快速入门教程。具体特点如下：
触类旁通——针对中国读者的发音习惯，对照汉语拼音、英语发音，
语音学习真容易！
● 举一反三——单词、句型同类比照，运用技巧一点就通。
● 温故知新——简明实用的句式结构 + 实用词汇 + 替换练习 = 熟能生
巧开口说
此外，我们为各位读者提供了便捷的学习辅助工具。随书附赠的
CD 给您最直观的语音感受：手持外研社点读笔，只需轻轻点触字母、
单词、句子，书页“自动说话”。本书的目标是引领读者轻松走入德
语世界，如果你想将自己的学习进一步系统化，欢迎进入“天天学外语”
的世界。
●

ISBN 978-7-5135-6439-7

25.00 元，1/32 199 页

德语听写训练（配 MP3 光盘）（扫码听音频）
Wir lernen Diktat schreiben

《德语听写训练》为《德语听写训练 1-3》册的修订版，将三本听
写训练重新修订为一本。内容上除了保留原书的课文及练习外，作者
在每册听写训练的练习中增补、删除了一部分课文。《德语听写训练》
通过清晰的表格指导读者总结错误，归纳经验，找出产生错误的原因。
每一个错误都代表着语言学习中某个方面的欠缺，例如词汇没记牢，
语法规则没有掌握，粗心马虎等等。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听写才能真
正成为促进读者德语学习的助手。全书课文短小精悍，选材贴近现实，
课文朗读清晰、标准，不仅适合作为德语专业四级考试听写复习及备
考教材，也适合作为阅读材料及听力材料使用。
ISBN 978-7-5135-7200-2

45.00 元，1/16 392 页

70

SJ000 2020德语图书目录-3.indd 70

2020/1/7 15:14:01

德语听说

时事德语通 1、2、3
畅 销 图书

姚晓舟 编著

目前国内唯一一套配有多媒体
课件的德语听力材料

本书内容选自 Deutschland Funk（德国电台）、ARD（德国电视一台）、
Deutsche Welle（德国之声电台）等德国主流媒体对于重大事件和最新时事的报道。
本书共 18 单元。每单元由四部分组成：新闻和注释、参考译文、练习以及词汇
表和背景知识。附中德文时事和重点词汇索引。
本书配有多媒体课件，提供新闻阅读、单词释义和 MP3 高清晰原声播音。
每个单元提供新闻复述练习以及多个级别的词汇测试，供教师课堂检查和学习者
自测使用。
本书供德语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和中高级德语培训班学生学习使用，同时
也是广大德语工作者以及留学德国人士进一步提升德语水平和掌握德国最新动态
的案头必备之书。
时事德语通 1 ISBN 978-7-5600-6410-9
时事德语通 2 ISBN 978-7-5600-7188-6
时事德语通 3 ISBN 978-7-5600-9378-9

42.90 元， 1/16
42.90 元， 1/16
42.90 元， 1/16

418 页
428 页
420 页

● 运用新颖有效的外语教学理念和方法
● 融听、说、读、译和国情教学于一体
● 兼具德语教材和时事工具书两大功能
● 适合广大的中、高级德语学习者使用

课件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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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 lernen

Lesenhelfen
Deutsch lernen

Lesen helfen
学好德语 钟情阅读
阅 读 能 力 包 括：
1. 一定的词汇量
2. 阅读速度
3. 会辨别词义词性
4. 会划分句子成分
5. 能读懂词与句子中的隐含意思
6. 会跳读
7. 会掠读
8. 有一定的背景文化知识
9. 在阅读时会推理判断、综合分析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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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德语 钟情阅读
阅读是通过文字获取信息的一种能力。在德语学习初始阶段，听、说是
重要的，但是在有了一定的听说基础后，阅读的重要性慢慢显现出来。只有
通过阅读，我们才可能获得更大量、广泛、高层次的信息，才能更全面深刻
地了解德语语言的特点，了解对象国的文化风俗。也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使外
语环境不太好的中国人获得充分使用德语的机会，并为提高听、说、写等诸
项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如何提高阅读能力呢？我们有以下几点建议：
1. 阅读能力是在阅读实践中提高的，不能指望学习几条阅读秘诀，就可
以读得又快又准。阅读也需要练习，不断积累，这跟学游泳一样，只有不断
下水，才能悟到其中诀窍。
2. 懂得一些语法知识对准确阅读是很有帮助的，但是目前的问题是，许
多德语学习者在钻研语法上花的时间太多。正确的做法是：五分之四的时间
听、说、读、写，五分之一的时间研究语法知识。
3. 要精读泛读相结合。上德语课，基本是以精读为主。大部分德语学习
者缺的是泛读，而不会泛读就不能算作会阅读。所谓泛读，就是只求读懂文
章意思，并不研究句子结构、词汇用法，即使遇到生词也尽量不查。这样，
就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多的语言使用经验，全面提高语感、语言识别能
力，从根本上提高德语水平。
4. 要持之以恒，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5. 必须纠正阅读中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如：不时回读，点读（即一眼只
看一个词，正确的做法是扩大眼距，从逐词读转向逐段读），或者阅读时有
伴随动作等。
6. 要在阅读过程中练习自己的思维能力，学会概括中心，学会根据已知
的事实推理判断。
7. 阅读应以默读为主，不出声音。但是偶尔朗读几段文字对理解大意、
调节大脑均有好处。
我们不应当将阅读仅看作简单的字符理解过程，而是应当将之当作一个
读者与文章交流的过程。因此，影响阅读效果的因素除了读者的语言基础外，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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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智力水平、兴趣和个性、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学习方法等。同时，作为一
种终身学习活动，读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面掌握各种阅读技能，他们的词汇
知识、理解能力、阅读速度、阅读习惯等都需要不断学习和在实践中逐渐完善
和提高。而这些技能的完善都建立在恰当选择了阅读材料的基础上。
读者在为自己选择阅读材料的时候，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读物是否符
合自己的兴趣和个性要求；二、读物的难度是否符合自己的德语水平。因为，
如果难度超过读者的语言水平，一方面会影响对文章的理解程度，同时也会挫
伤阅读者的热情和兴趣，完全达不到阅读的互动效果，更谈不上通过阅读提高
语言和知识水平。而尊重自身的阅读兴趣。则是因为读者的相关知识越多，理
解的速度也必然越快，程度也越好，那么对阅读者在语言和知识上的帮助必然
也越加明显。
在选择读物的时候，首先应该确定读物的难度，找准符合自己德语水平的
材料。大多数读物，如《德汉对照分级读物系列》都在封底标注了词汇量以及
适应人群，这个信息是最可靠的语言难度指示标，读者完全可以据此选择适合
自己语言能力的图书。
各种读物虽然看起来琳琅满目，种类繁多，但是主要也就分为文学和非文
学两大类。所谓文学类读物，指的是一些世界优秀文学名著的简写本或者原创
的故事性读物；非文学类读物则主要是百科常识、人物传记等阅读材料。
如果您希望对德语文学史上的大师名著有所了解，《德语文学名著》系列
是不错的选择，精选德语古典名著，如《少年维特之烦恼》、《阴谋与爱情》等，
在疑难处加有中文注释，通过阅读这些简写本，读者可以了解名著的大致内容，
一窥对象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也为日后直接阅读原版德语文学著作做好准备。
相信选择了合适的阅读材料，掌握了适当的学习方法，您一定可以在课余
时间“读出好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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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阅读
德语阅读训练
Lesetraining
Manuela Georgiakaki（德） 编著
崔岚 注释
本书是一本集初级、中级和高级为一体的德语阅读训练材料，共收录
了 32 篇阅读文章。每个阶段的学习者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适合自己的
阅读材料。
初级阶段的文章比较短小，适合初学者的单词量水平。同时，根据初
学者的特点，这一阶段的每一课都有一个专题，向读者系统地介绍进行阅读
训练时的一些技巧和需注意的事项，为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和阅读打下良好的
基础。中级和高级阶段所选的文章和难度也相应增加。
阅读文章中的部分单词添加了中文注释。练习配有答案。
ISBN 9787-5600-2339-7

12.00 元，1/32 206 页

莱茵浪花——德国社会面面观

电子书

刘芳本 叶本度 著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知名教授刘芳本、叶本度合著的全面介绍德国
概况的中文读物。本书涵盖了德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环
保等方面的内容，还特别增加了中德跨文化交际等重要篇章。本书语言生
动，笔触优美，向读者展示了一幅魅力独具的德意志画卷，其中收录的 60
余幅照片、图片和明信片更让人感觉身临其境。
ISBN 978-7-5600-3539-0

25.00 元， 1/32 400 页

怎样提高阅读水平
阅读对于学习德语来说非常重要，其作用体现在提高语感，增加词汇量和扩大知识面。
所以，在学习德语的过程中需要保持一定的阅读量。那么读什么和怎么读就是首先要解决
的问题。

一、读什么？
在基础阶段，课外阅读应以读一般性的分级读物中的简易读本比较合适。这样能培养
对于阅读的兴趣并且能有效地避免阅读过程中产生的畏难情绪。随着德语水平的增长，可
以逐渐选择分级读物中较难的读本。

二、怎样读？
1. 要注意文章的标题和出处。
2. 要根据上下文、构词法知识、外来语知识等大胆猜测生字和生词。
3. 综合各种阅读方式，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节选于《德语阅读教程（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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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阅读
歌德诗选（中德对照）
欧凡 译
这是一本德国伟大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诗
歌精粹选集，它带领读者进入诗人与诗歌创作融为一体的一生：浪漫的少年情怀、
中壮年时期的沉稳精进和对艺文的契而不舍地追求、步入老年之后的恬适和沧桑
感以及对东方古文明的心仪，而贯穿各个时期的则是他对爱情的炽热的、恒定的
追求。爱情给了诗人丰富的一生力、热和美，他们又通过诗人的笔注入进他的每
一诗行。
ISBN 978-7-5600-5637-1

15.00 元， 1/32

185 页

海涅诗选（中德对照）
欧凡 译
海涅是继歌德之后又一位享有国际盛誉的德国大诗人。德国浪漫主义诗歌在
他笔下达到了极致。他的辛酸语和愤世语、他的深情难赋和去国忧思，以及他用
浪漫主义手法改写的民歌、神话和传奇都传诵至今。
这本小集子的作品都选自海涅生前亲自审定出版的四本诗集中的三本：《歌
吟集》、《新咏集》和《1853 和 1854 年诗作》。这三本诗集大抵呼应着诗人早
年在柏林崭露头角活跃一时、中年卜居巴黎度其流亡生涯和晚年缠绵病榻但创作
力不稍减退这三个时期的作品。
ISBN 978-7-5600-8190-8

18.00 元， 1/32

215 页

围城（汉德双语）
《围城》（汉德双语）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钱锺书所著的长篇小说，主要
刻画了抗战初期，以主人公方鸿渐为代表的一批现代知识分子的群像，于嬉笑怒
骂间洞察世事与人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
此次出版的版本为国内首部汉德双语版《围城》。德文部分采用的是德国著
名汉学家、翻译家 Monika Motsch（中文名莫宜佳）与史仁仲（Jerome Shih）的
经典译本，曾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获最佳翻译奖。德文部分的附录中，还收录了译
者精心撰写的后记与注释。
ISBN 978-7-5135-7035-0

88.00 元， 1/16

624 页

我们仨（汉德双语）
《我们仨》（汉德双语）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杨绛所著的回忆录，作者用
含蓄节制的文字，记述了其与丈夫钱锺书、女儿钱瑗一家三口 63 年间的风雨坎坷，
展现了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家庭鲜为人知的人生历程。
此次出版的版本为国内首部汉德双语版《我们仨》。德文部分采用的是德国著
名汉学家、翻译家 Monika Motsch（中文名莫宜佳）的经典译本，并收录了其精心
撰写的前言。文前及附录部分还收录了作者保存的大量珍贵影像、手迹与图画等。
ISBN 978-7-5135-7064-0

60.00 元， 1/16

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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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阅读

德语文学名著丛书
Eine Serie von zehn berühmten deutschen Meisterwerken
该丛书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文学专业的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炳钧博士精心
挑选，由北外德语系文学专业的多位知名教授进行注释。外研社和数家德国出版社
合作推出，是德语文学爱好者不可多得的文学读物。

少年维特之烦恼（新版）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德） 著
张崇智 注释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被广大读者所
熟知的一部作品。这是一部以第一人称书信体写成的小说，叙述的是
维特在失去了他所深爱的绿蒂后，爱情上的绝望，世态的炎凉，官场
上的腐败。这一切使得维特再也无法忍受，终于在写完给绿蒂的遗书
之后，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新版在此原有基础上，加入近 40 页作品相关德文资料，包括歌
德针对“维特热”现象的回应，作者对作品的一些理解以及此书对同
时期以及后世作品的影响。
ISBN 978-7-5600-1131-8

13.90 元，1/32 228 页

阴谋与爱情（新版）
Kabale und Liebe
Friedrich Schiller（德） 著
浮梁 注释
本书讲述一个贵族青年与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相爱以及他们的爱
情如何被阴谋所破坏。最后，这对年轻人为了纯洁的爱情双双殉情，
成为阴谋的牺牲品。
新版在原有基础上，特别加入 30 多页作品相关德文资料，包括
德国市民悲剧介绍、作者同时代的作品评论、社会历史背景、文学评
论、现代戏剧演出等几大部分内容。这些宝贵的资料，深入挖掘时代
背景，由不同角度诠释大师著作。
ISBN 978-7-5600-1135-6

18.00 元，1/32 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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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学术

中国德语本科专业调研报告
贾文键 魏育青 主编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专业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对我国德语专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展开的系统调查研究
的成果，厘清了德语专业的基本数据，对德语专业近几年来的水平
考试、教师培训、科研工作等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德语专业的历
史发展做了简要回顾。
ISBN 978-7-5135-0497-3

40.00 元，1/16 192 页

外语学习策略与方法
潘亚玲 著
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解、活泼的版式，在轻松的氛围中
向你讲解外语学习的策略与方法。选取外语学习中重要的环节，详
细介绍相关的各种学习方法和技巧。用外语举例时，采用德英双语，
满足不同学习人群的需要。
ISBN 7-5600-4490-5

12.00 元，1/32 219 页

德译中国文学名著研究
宋健飞 主编
《德译中国文学名著研究》为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宋健飞教
授结合多年文学翻译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倾力所著，旨在向广大德
语专业师生以及德汉、汉德翻译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呈现德国翻译
家们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情况。《德译中国文学名著研究》精选
二十三篇（部）中国文学名作，既有耳熟能详的古代国学经典，亦
有蜚声海内外的当代小说。在选摘与对比之外，《德译中国文学名
著研究》着重分析了译作的翻译特点、技巧以及不同翻译家的翻译
理念和风格，以提高读者的翻译认识与文化素养，促进中德文学翻
译的相互学习和借鉴。
ISBN 978-7-5135-8255-1

66.00 元，1/16 4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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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学术
中国德语语言文学研究文献汇编
1995-2004
冯亚琳 李大雪 主编
《中国德语语言文学研究文献汇编（1995-2004）》是《中国
德语语言文学研究文献汇编 2005-2009》的后续，囊括了 1995 年至
2004 年期间国内德语语言文学这一学科各个方向的研究成果，例如
文学译著、教材教参、经济、文化艺术及历史方面的研究等，并分
为著作和论文两大类别。另外，此书还收录了权威核心期刊上涉及
文学、语言学、翻译及教学法研究方向的论文摘要。
ISBN 978-7-5135-8370-1

66.00 元，1/16 264 页

中国德语语言文学研究文献汇编
2005-2009
冯亚琳 李大雪 主编
囊括 2005 至 2009 年期间国内德语语言文学学科各个方向的研
究成果。内容包括著作、教材教参和工具书，以及论文。另外还录
入了权威核心期刊上涉及文学、语言学、翻译和教学法研究方向的
论文摘要。
ISBN 978-7-5135-2614-2

66.00 元，1/16 328 页

中国德语语言文学研究文献汇编
2010-2015
冯雅琳 李大雪 主编
《中国德语语言文学研究文献汇编（2010-2015）囊括了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国内德语语言文学这一学科各个方向的研究成果，
例如文学、教材教参、工具书、德国经济、文化艺术及历史方面的
研究等，并分为著作和论文两大类别。另外，此书还收录了权威核
心期刊上涉及文学、语言学、翻译及教学法研究方向的论文摘要。
ISBN 978-7-5213-1102-0

66.00 元，1/16 4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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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学术

Lernautonomie und Lernstrategien
穆兰 主编
本书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第一届国际德语教学法研讨会”论文
集，收录有关自主学习与学习策略论文 14 篇。
Diese Sammlung gliedert sich in zwei Teile und setzt damit Akzente:
Der erste Teil konzentriert sich auf die Erörterung der Theorie des
autonomen Lernens; im zweiten Teil liegt der Schwerpunkt auf
der Darstellung der Anwendung einzelner Lernstrategien in der
Unterrichtungspraxis.
ISBN 978-7-5600-7774-1

15.00 元，1/32 856 页

留学与跨文化能力——跨文化学习过程实
电子书
例分析
Auslandsstudium und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Eine empirische Studie über den interkulturellen
Lernprozess
史笑艳 著
《留学与跨文化能力——跨文化学习过程实例分析》是国内第
一部对留德中国德语专业交换生的跨文化能力进行多维整体性描述
的专著。
作者从留德学生在跨文化语境中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出发，从认
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对其跨文化能力的具体表现和发展变化进
行了分析，既有严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严谨的研究方法，又在大量
实例的基础上非常贴近留学实际。本书丰富的真实案例和研究一方
面可以对即将赴德留学的同学起到借鉴作用；另一方面可以为中国
德语专业的教师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证素材，在全面了解学生跨
文化能力状况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制订教学计划和方案，积极地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使其更好地应对未来的职业要求和全球化
发展的需要。
ISBN 978-7-5135-5840-2

80.00 元，1/152*228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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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学术

语言——文化之桥：中德语言政策和语言
电子书
生活研究
Sprache als Brücke der Kulturen: Sprachpolitik und
Sprachwirklichkeit in Deutschland und China
贾文键 缪雨露 主编
《语言——文化之桥：中德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活研究》是一本
详细记录“中德语言文化政策高层论坛”与会学者及嘉宾对于中德
语言政策和生活撰写的论文及报告的学术图书。来自中德高校的专
家学者围绕“德国和中国的语言政策及语言推广”、“语言的规范
化建设”、“语言的监测与研究”、“语言与跨文化”等四个议题
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本书是这些致辞、报告和讨论的结集。全书
所有学术报告及论文都有汉德两种语言的版本。对于从事汉德翻译
的德语学习者及工作者有极强的参考性。另外本书同步推出电子书，
方便读者购买。
ISBN 978-7-5135-6230-0

100.00 元，1/16

314 页

《超越时空的对话——现代语境下的中德
文学翻译》 电子书
顾牧 王建斌 主编
《超越时空的对话：现代语境下的中德文学翻译》主要探讨的
对象为中国文学作品在德语国家的译介以及德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
译介情况，文集中的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就此进行深入的
探讨。论文涵盖的研究角度包括了翻译、出版及研究等各个领域。
《超
越时空的对话：现代语境下的中德文学翻译》中除收录研讨会参与
者的论文外，编者还特别邀请到著名作家徐则臣先生、德国联邦经
济和能源部能源司副司长何玲（Gerlind Heckmann）女士以及著名
汉学家、翻译家吕福克（Volker Klöpsch）先生为论文集赐稿。在讨
论篇中有作者、译者和研究者对于主题进行的对谈的书面文字整理。
《超越时空的对话：现代语境下的中德文学翻译》是进行相关研究
宝贵的资料。
ISBN 978-7-5135-8969-7

58.00 元，1/16

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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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学习》30 周年精选集

《德语学习》杂志由北外德语系几位教师创办于 1979 年。30 年来，《德语学习》与一代
又一代的德语学习者共同成长，凝聚了德语学科大量的作者与读者，并在他们的关心和支持下
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德语学习、教学与研究的平台。《德语学习》杂志见证了中国人学习德语
的整整 30 年历程。
如今，这朵“小花”（祝彦先生创刊词中语），在关心她成长的作者、读者、编辑以及各
方同仁的精心培育下，结下了辛勤劳动的果实，为了回顾这份国内唯一一份德语语言辅导杂志
所走过的风雨历程，给刊物的成长留下一些记忆，也为了表达所有编委对广大作者、读者的感
激之情，
《德语学习》编辑部特别从 30 年历期刊物中汲取精华，选编了四卷“30 周年精选丛书”：
《德语学习 30 周年精选——文学卷》（Dargestellte Welt 想象的世界）：精选历年期刊中“文学
鉴赏”部分，以一文一荐的形式展开，挑选了德语文学史中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及其代表作，
并附解析鉴赏文章，一窥德语文学精华，启发独特文学分析视角，提升文学鉴赏眼光。（王
炳钧 选编）
《德语学习 30 周年精选——文化卷》（Konstruierte Welt 建构的世界）：分别从历史、人物、
异质文化冲激等角度介绍了德语国家的文化历史常识以及中德文化间的融合和冲突，犹如
一堂逸趣横生的文化通史课，恰似一册“德国文化史”的精缩本。 （邱袁炜 选编）
《德语学习 30 周年精选——翻译卷》（Vermittelte Welt 交流的世界）：分为翻译理论、汉译德、
德译汉和翻译实践 4 部分，学习经典实用的翻译技巧，体味推敲之中的奥秘精妙。 （钟力
平 选编）
《德语学习 30 周年精选——初学卷》（Begegnete Welt 初会的世界）：浓缩历年期刊中“初学
园地”的精华文章，分为：你问我答，错误分析，咬文嚼字，说文解字和自我测试 5 部分。
由小处入手，循循善诱、循序渐进帮助初学者解决德语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点和难点。（钟
力平 选编）
文学卷
文化卷
翻译卷
初学卷

ISBN 978-7-5600-8799-3
ISBN 978-7-5600-8800-6
ISBN 978-7-5600-8787-0
ISBN 978-7-5600-87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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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单

价

配套音频

工具书
978-7-5600-8943-0 (01) 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修订版）
978-7-5135-1927-4

朗氏德语大词典（德德版）

978-7-5600-2631-2 (01) 德汉双解德语学习词典
978-7-5600-4728-7

杜登·牛津·外研社 德英汉·英德汉词典

128.00
98.00
39.00
79.00

978-7-5600-1593-4 (01) 外研社·新编德汉词典

108.00

978-7-5600-2185-0

34.90

精编德汉汉德词典（新正字法）

978-7-5600-8615-6 (01) 外研社·现代汉德词典（第二版）

49.90

978-7-5600-4467-5

汉德分类词语手册（全新增订版）

34.90

978-7-5135-5180-9

德语谚语词典（德汉对照）

60.00

978-7-5135-0127-9

汉德熟语词典

75.00

978-7-5135-0061-6

德汉汉德留学词典

62.00

978-7-5600-6305-8 (01) 德英汉图解词典
978-7-5600-2799-9

50.00

现代德汉汉德词典（APP 版）

教 材
德语本科专业教材
德语专业基础课教材
978-7-5213-1030-6

当代大学德语（1）（学生用书）

56.00

978-7-5213-0921-8

当代大学德语（1）（练习手册）

26.00

978-7-5213-0332-2

当代大学德语（1）（听说训练）

26.00

978-7-5213-1126-6

当代大学德语（1）（教师手册）

32.00

978-7-5213-0830-3

当代大学德语（2）（学生用书）

56.00

978-7-5213-0922-5

当代大学德语（2）（练习手册）

26.00

978-7-5213-0394-0

当代大学德语（2）（听说训练）

26.00

978-7-5213-1031-3

当代大学德语（2）（教师手册）

32.00

978-7-5213-0462-6

当代大学德语（3）（学生用书）

56.00

978-7-5135-1124-7

当代大学德语（3）（练习手册）

26.00

978-7-5135-0236-8

当代大学德语（3）（听说训练）

26.00

978-7-5213-1032-0

当代大学德语（3）（教师手册）

32.00

978-7-5213-0619-4

当代大学德语（4）（学生用书）

56.00

978-7-5135-1981-6

当代大学德语（4）（练习手册）

26.00

978-7-5135-8441-8

当代大学德语（4）（听说训练）

26.00

978-7-5135-1982-3

当代大学德语（4）（教师手册）

36.00

978-7-5213-0203-5

当代大学德语同步训练 1-2

25.00

978-7-5213-0202-8

当代大学德语同步训练 3-4
文化视窗高级德语教程（1）
（学生用书）（配 MP3 光盘一张）
文化视窗高级德语教程（1）
（教师手册）
文化视窗高级德语教程（2）（学生
用书）（配 MP3 光盘一张）

25.00

978-7-5135-1400-2
978-7-5135-2467-4
978-7-5135-3960-9

52.00
29.00
52.00
83

SJ000 2020德语图书目录-3.indd 83

2020/1/7 15:14:14

德语图书总目
书

号

978-7-5135-5294-3

书

名

文化视窗高级德语教程（2）
（教师手册）

单

价

配套音频

29.00

德语专业技能课教材（顺序按：听说、阅读、写作、翻译）
978-7-5135-8440-1

德语中级阅读教程

22.00

978-7-5135-0570-3

德语高级阅读教程

18.00

978-7-5600-2339-7 (01) 德语阅读训练

12.00

978-7-5135-6956-9

新编德语报刊教程

42.00

978-7-5600-9914-9

德语商务信函写作

45.00

978-7-5213-0379-7

德语日常信函写作

45.00

978-7-5600-2661-9 (03) 德汉翻译教程

22.00

978-7-5600-3487-4 (02) 汉译德理论与实践

22.00

978-7-5600-6021-7 (01) 德语口译教程
978-7-5600-0999-5 (01) 中德国情口译教程（配 MP3 光盘）
汉德口译实践入门（新经典高等学
978-7-5135-9922-1
校德语专业高年级系列教材）
中德跨文化高级口译教程（新经典
978-7-5213-0326-1
高等学校德语专业高年级系列教材）

48.00
28.00

含 CD-RO Ｍ 1 张

含 MP3 光盘 1 张

52.00
52.00

德语专业知识课教材（顺序按：语言、文学、国情、跨文化、外交、新闻）
德语语言学教程（新版第二版）（新
经典高等学校德语专业高年级系列
教材）
978-7-5135-3871-8
德语篇章语言学
德语语言学导论（新经典高等学校
978-7-5213-1207-2
德语专业高年级系列教材）
978-7-5600-4363-0 (01) 汉德语言实用对比研究

978-7-5135-9948-1

45.00
48.00
58.00
40.00

978-7-5213-0709-2

中国文学名作德译本选读

45.00

978-7-5135-9945-0

现代德语戏剧赏析

40.00

978-7-5600-7646-1

德国文学简史（修订版）

26.00

978-7-5600-1155-4

文学与认识（德语）

17.80

978-7-5600-7393-4

文学理论入门与实践

39.90

978-7-5135-3688-2

德语经典诗歌解析
978-7-5600-4365-4 (01) 德语文学选集（北京外国语大学外
国文学选集丛书）
978-7-5600-1471-5 (01) 德语国家国情

56.00

978-7-5600-1259-9 (02) 经济德语基础教程
德语经济知识导论（新经典高等学
978-7-5213-1117-4
校德语专业高年级系列教材）
978-7-5135-5005-5
科技德语听力教程（配 MP3 光盘 1 张）

42.00
48.00

978-7-5135-5006-2

40.00

科技德语阅读教程

58.00
25.90
58.00
含 MP3 光盘 1 张

大学德语
德语公外、二外教材
978-7-5600-9715-2
978-7-5135-0484-3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1）
（学生用书）（配 MP3）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2）
（学生用书）（配 MP3）

37.00

含 MP3 光盘 1 张

37.00

含 MP3 光盘 1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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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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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配套音频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3）
978-7-5135-1622-8
（学生用书）（配 MP3）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4）
978-7-5135-7594-2
（学生用书）（配 MP3）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1）
978-7-5213-1287-4
（教师手册）
978-7-5135-1685-3 (01)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2）
（教师手册）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3）
978-7-5135-3653-0
（教师手册）
978-7-5600-5276-2
新编大学德语（4）（教师手册）

37.00

含 MP3 光盘 1 张

45.00

含 MP3 光盘 1 张

978-7-5135-5919-5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词汇练习）

52.00

978-7-5135-4351-4
978-7-5600-9517-2
978-7-5135-9955-9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阅读训练）
大学德语简明教程（配 CD-ROM）
大学德语语法精解与练习

37.00
39.00
43.00

含 CD-ROM1 张

978-7-5135-0813-1

商务德语教程（配 MP3 光盘）

27.00

含 MP3 光盘 1 张

45.00

含 MP3 光盘 1 张

25.00
25.00
25.00
9.90

教 程
德语培训、自学教程
978-7-5135-1273-2
978-7-5135-1271-8
978-7-5135-1272-5
978-7-5135-2009-6
978-7-5135-2079-9
978-7-5135-2078-2
978-7-5600-3394-5 (03)
978-7-5600-3564-2
978-7-5600-3563-5
978-7-5600-4033-2 (03)
978-7-5600-4120-9
978-7-5600-4034-9 (01)
978-7-5600-4678-5 (03)
978-7-5600-4679-2
978-7-5600-4680-8
978-7-5600-5506-0 (01)
978-7-5600-5514-5 (01)
978-7-5600-8212-7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青少版）（1）
（学生用书）
（点读书）
（配 MP3 光盘）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青少版）（1）
（练习手册）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青少版）（1）
（教师手册）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青少版）（2）
（学生用书）
（点读书）
（配 MP3 光盘）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青少版）（2）
（练习手册）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青少版）（2）
（教师手册）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1）
（学生用书）（配 MP3 光盘）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1）
（练习手册）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1）
（教师用书）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2）
（学生用书）（配 MP3 光盘）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2）
（练习手册）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2）
（教师用书）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3）
（学生用书）（配 MP3 光盘）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3）
（练习手册）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3）
（教师用书）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1）
（学生用书）（CD 版）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2）
（学生用书）（CD 版）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3）
（学生用书）（CD 版）

18.00
25.00
45.00

含 MP3 光盘 1 张

18.00
25.00
49.00

含 MP3 光盘 1 张

25.90
35.90
49.00

含 MP3 光盘 1 张

25.90
40.00
49.00

含 MP3 光盘 1 张

25.90
26.90
45.00

含 CD 光盘 2 张

45.00

含 CD 光盘 2 张

45.00

含 CD 光盘 2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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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978-7-5600-6177-1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1）
（练习手册）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2）
（练习手册）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3）
（练习手册）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1）
（教师用书）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2）
（教师用书）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3）
（教师用书）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语法练习册）

978-7-5600-8965-2

走遍德国（初级）（1）（学生用书）

52.90

978-7-5600-8963-8

走遍德国（初级）（1）（练习手册）

24.90

978-7-5600-8964-5

走遍德国（初级）（1）（教师用书）
走遍德国（初级）（2）（学生用书）
（配 MP3 光盘）
走遍德国（初级）（2）（练习手册）

29.90

走遍德国（初级）（2）（教师用书）
走遍德国（初级）（3）（学生用书）
（配 MP3 光盘）
走遍德国（初级）（3)（练习手册）

29.90

走遍德国（初级）（3）（教师用书）
走遍德国（中级）（1）（学生用书）
（配 MP3 光盘）
走遍德国（中级）（1）（练习手册）
（含 MP3 光盘）
走遍德国（中级）（1）（教师用书）

29.90

走遍德国（中级）（2）（学生用书）
（配 MP3 光盘）
走遍德国（中级）（2）（练习手册）
（含 MP3 光盘）
走遍德国（中级）（2）（教师用书）

49.90

含 MP3 光盘 1 张

32.90

含 MP3 光盘 1 张

978-7-5135-6210-2 (02) 德语速成（第三版）（配 MP3 光盘）

86.00

978-7-5600-0290-3

德语 300 小时（MP3 版）

45.00

978-7-5135-1206-0

德语 300 小时（学习辅导用书）
天天学外语 德语特训 30 天
（配 CD 光盘 2 张）
天天学外语 7 天开口说德语
（配 CD 光盘 1 张）（点读书）
走进德国（A1)（学生用书）
（配 3 张 CD 光盘）
走进德国（A1）（练习手册）
（配 1 张 CD 光盘 . 配 1 张 DVD 光盘）
走进德国（A1）（教师手册）
走进德国（A2）（学生用书）
（配 3 张 CD 光盘）
走进德国（A2）（练习手册）
（配 1 张 CD 光盘 . 配 1 张 DVD 光盘）
走进德国（A2）（教师手册）

15.00

978-7-5600-5512-1 (01)
978-7-5600-5830-6 (01)
978-7-5600-8214-1 (01)
978-7-5600-5508-4 (01)
978-7-5600-5516-9 (01)
978-7-5600-8211-0

978-7-5600-9070-2
978-7-5600-9068-9
978-7-5600-9066-5
978-7-5600-9069-6
978-7-5600-9067-2
978-7-5600-9065-8
978-7-5600-8847-1
978-7-5600-8845-7
978-7-5600-8846-4
978-7-5600-9137-2
978-7-5600-9538-7
978-7-5600-9136-5

978-7-5135-5842-6
978-7-5135-6439-7
978-7-5135-7950-6
978-7-5135-7951-3
978-7-5135-7955-1
978-7-5135-7952-0
978-7-5135-7953-7
978-7-5135-7956-8

18.00
28.00

含 CD 光盘 1 张

20.00
20.00
15.90
26.90

52.90

含 MP3 光盘 1 张

含 MP3 光盘 1 张

24.90
52.90

含 MP3 光盘 1 张

24.90
49.90

含 MP3 光盘 1 张

32.90

含 MP3 光盘 1 张

19.90

19.90
含 MP3 光盘 1 张

33.00

含 CD 光盘 2 张

25.00

含 CD 光盘 1 张

58.00

含 CD 光盘 3 张

48.00

含 CD 光盘 1 张，
DVD 光盘 1 张

40.00
58.00

含 CD 光盘 3 张

48.00

含 CD 光盘 1 张，
DVD 光盘 1 张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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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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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135-8347-3

走进德国（B1）（学生用书）
（配 3 张 CD 光盘）
走进德国（B1）（练习手册）
（配 1 张 CD 光盘 . 配 1 张 DVD 光盘）
走进德国（B1）（教师手册）

40.00

978-7-5213-0021-5

走进德国（B1+）（学生用书）

58.00

978-7-5213-0020-8

走进德国（B1+）（练习手册）

40.00

978-7-5213-0022-2

走进德国（B1+）（教师手册）

50.00

978-7-5213-0119-9

走进德国（B2）（学生用书）

58.00

978-7-5213-0118-2

走进德国（B2）（练习手册）

40.00

978-7-5213-0117-5

走进德国（B2）（教师手册）

50.00

978-7-5213-0458-9

走进德国（C1）（学生用书）

58.00

978-7-5213-0457-2

走进德国（C1）（练习手册）

40.00

978-7-5213-0459-6

走进德国（C1）（教师手册）

50.00

978-7-5213-0840-2

走进德国（B1+-C1）（语法训练）

30.00

978-7-5135-8348-0
978-7-5135-8349-7

配套音频

58.00

含 CD 光盘 3 张

48.00

含 CD 光盘 1 张，
DVD 光盘 1 张

德语教辅

考试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样
题集（上）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样
978-7-5213-1315-4
题集（下）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真
978-7-5135-7222-4
题集（新题型）（配 MP3 光盘）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样
978-7-5600-7801-4
题集（上）
（听力、语法、词汇、国情、
翻译、写作）（配 MP3 光盘）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样题
978-7-5600-7814-4
集（下）（阅读、真题）（配 CD）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样
978-7-5135-2975-4
题集（新题型）（配 MP3 光盘）
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真
978-7-5213-0693-4
题集（新题型）
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高分突破
978-7-5135-3413-0
——听力理解（配 MP3 光盘）
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高分突破
978-7-5135-2864-1
——四级阅读
978-7-5600-6665-3 (01) 备战大学德语四级考试—词汇篇

34.00

978-7-5600-7396-5

大学德语四、六级联想学习词典

42.90

978-7-5213-1033-7

德福考试高分突破真题集

56.00

978-7-5213-0374-2

德福听力高分突破

42.00

978-7-5213-1111-2

德福口语考试高分突破

32.00

978-7-5213-1110-5

34.00
36.00

含 MP3 光盘 1 张

29.90

含 MP3 光盘 1 张

29.90

含 CD 光盘 1 张

28.00

含 MP3 光盘 1 张

36.00
26.00

含 MP3 光盘 1 张

26.00
32.00

978-7-5600-7980-6 (01) 德福作文高分突破

30.00

978-7-5600-3326-6

德福考试全真试题（配 MP3 光盘）

26.00

978-7-5135-9688-6

德语 400 学时完全测试

42.00

978-7-5135-3687-5

德语词汇说文解字

26.00

978-7-5135-2925-9

德语词汇巧学妙记

26.00

含 MP3 光盘 1 张

词汇类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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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600-2500-1 (01) 德语词汇联想与速记

15.00

978-7-5135-1205-3

德语数字百事通

25.00

978-7-5600-4897-0

德语词汇速速成

32.90

978-7-5600-1205-6 (03) 德语同义词（学习德语必读丛书）
978-7-5600-0339-9 (01) 德语常用同义动词（学习德语必读
丛书）
978-7-5135-5778-8
德语常用动词例解（第三版）

30.00

978-7-5135-0818-6

德语动词 ABC

48.00

978-7-5135-0408-9

德语介词 ABC

66.00

配套音频

18.00
28.00

语法类学习用书
978-7-5600-2163-8

标准德语语法——精解与练习

32.90

978-7-5600-2602-2

德语语法大全（上）

30.00

978-7-5600-2400-4

德语语法大全（下）

34.90

978-7-5600-8028-4 (01) 新编德语语法

45.00

978-7-5600-2814-9 (01) 德语语法速速成

30.00

978-7-5600-5041-6 (01) 实用英语德语比较语法

28.00

978-7-5600-6177-X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语法练习册）

26.90

978-7-5135-4352-1

德语语法 ABC- 杂谈拾遗

42.00

978-7-5135-6163-1

德语实践语法——精讲精练

68.00

978-7-5135-5475-6

25.00

含 MP3 光盘 1 张

978-7-5135-0083-8

德语语音（第二版）（点读书）
（配 MP3 光盘一张）
中级德语视听说教程（配 DVD 光盘）

36.00

含 DVD 光盘 1 张

978-7-5213-0276-9

德语初级听力

32.00

978-7-5213-1065-8

德语中级听力

36.00

978-7-5600-7494-8

德语高级听力（配 MP3 光盘）

32.00

听说

含 MP3 光盘 1 张

978-7-5600-6410-9 (01) 时事德语通（1）（配 CD-ROM）

42.90

含 CD-ROM1 张

978-7-5600-7188-6

时事德语通（2）（配 CD-ROM）

42.90

含 CD-ROM1 张

978-7-5600-9378-9

时事德语通（3）（配 CD-ROM）

978-7-5600-5682-2

全景德语—校园德语（配 MP3 光盘）
978-7-5600-2177-5 (01) 学习德语—强化德语听说（1）
（配 CD1 张）
978-7-5600-2178-2 (02) 学习德语—强化德语听说（2）
（配 CD 光盘 2 张）
978-7-5135-7200-2
德语听写训练（配 MP3 光盘 1 张）

42.90

含 CD-ROM1 张

19.90

含 MP3 光盘 1 张

29.90

含 CD 光盘 1 张

36.00

含 CD 光盘 2 张

45.00

含 MP3 光盘 1 张

读物
978-7-5600-3539-0 (01) 莱茵浪花—德国社会面面观

25.00

978-7-5600-5637-1 (01) 歌德诗选

15.00

978-7-5600-8190-8 (01) 海涅诗选

15.00

978-7-5600-1131-8 (01) 少年维特之烦恼（新版）

13.90

978-7-5600-1135-6 (02) 阴谋与爱情（德语文学名著）（新版）

18.00

978-7-5135-3877-0

60.00

德语是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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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600-8799-3

德语学习 30 周年精选——文学卷

29.90

978-7-5600-8800-6

德语学习 30 周年精选——文化卷

29.90

978-7-5600-8787-0

德语学习 30 周年精选——翻译卷

29.90

978-7-5600-8798-6

德语学习 30 周年精选——初学卷

29.90

978-7-5135-7035-0

围城（汉德双语）

88.00

978-7-5135-7064-0

我们仨（汉德双语）

60.00

配套音频

学术
978-7-5600-4490-3 (01) 外语学习策略与方法

12.00

978-7-5600-7774-1

15.00

978-7-5135-0164-4
978-7-5135-0497-3
978-7-5135-8370-1
978-7-5135-2614-2
978-7-5213-1102-0
978-7-5135-5840-2
978-7-5135-8255-1
978-7-5135-8969-7

自主学习与学习策略（德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特色专业建
设研究论文集
中国德语本科专业调研报告
中国德语语言文学研究文献汇编
（1995-2004）
中国德语语言文学研究文献汇编
（2005-2009）
中国德语语言文学研究文献汇编
（2010-2015）
留学与跨文化能力——跨文化学习
过程实例分析
德译中国文学名著研究
超越时空的对话——现代语境下的
中德文学翻译
数字资源

40.00
40.00
66.00
66.00
66.00
80.00
66.00
58.00

电子书
978-7-5135-5840-2
978-7-5135-6230-0
978-7-5600-3539-6
978-7-5135-4352-1

留学与跨文化能力——跨文化学习
过程实例分析
语言——文化之桥：中德语言政策
和语言生活研究
莱茵浪花——德国社会面面观

978-7-5135-8969-7

德语语法 ABC——杂谈拾遗
超越时空的对话——现代语境下的
中德文学翻译

978-7-5600-2185-0

精编德汉汉德词典（新正字法）

978-7-5600-2799-9

现代德汉汉德词典（APP 版）

6.90
33.90
28.25
16.95
27.75

德语应用 App
34.90

P16 页扫描二维码
P16 页扫描二维码

德语网课
零基础快速掌握德语语
音（15 讲）
德语口语入门

xyz.beiwaiclass.com
xyz.beiwaiclass.com

iTest3.0 德语试题库 http://unipus.cn/unipusProject/uping/iT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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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社全国部分经销书店

外研社全国部分经销书店
省市

河南

经销书店名称

地址
郑州郑三街3号

0371-65954490

河南省店中原图书大厦

郑州人民路22号

0371-66226448

河南郑州新华购书中心

郑州西太康路19号

0371-66210637

河南新乡新华书店

新乡人民路113号

0373-2622315

河南洛阳市新华书店

洛阳中州中路177号

0379-63251651

河南焦作市红月亮图书有限公司 河南焦作市塔南路258号

广西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联系电话

河南省外文书店

0391-2903270

河南省郑州图书城万卷书店

河南省郑州市陇海西路99号图书城
0371-67647381
北区11号

河南郑州图书城跨越书店

郑州陇海西路99号

0371-67666019

广西新华综合门市

南宁民族大道69号

0771-5853441

广西南宁市店

南宁新华街15号

0771-2810296

广西桂林市店

桂林文明路21号

0773-2812529

辽宁北方出版物配送有限公司

沈阳市东陵区文萃路249号

024-24263672

辽宁北方图书城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70号

024-23931807

辽宁沈阳市店新华书店

沈阳和平区广州街81号

024-86617301

辽宁大连市新华书店

大连市西岗区东北路9号

0411-3604196

吉林长春联合书城

长春市芙蓉路1号

0431-2760419

吉林长春市重庆路新华书店

长春市重庆路512号

0431-8939462

吉林省外文书店

长春市同志街44号

0431-5663341

黑龙江省哈尔滨思源图书销售有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98号
限公司

0451-86415498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府书店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68号

0451-86609508
0451-86671074

黑龙江省大庆市新华书店

大庆市会战街27号

0459-6320387
0459-6322658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新华书店

齐齐哈尔市龙华路490号

0452-2429753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文华图书发展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建设大街8号楼
有限公司

0452-2130951
0452-2115418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外文书店

牡丹江市七星街96号

0453-6236030
0453-622033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新华书店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30号

0451-84680554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长城书店

佳木斯市中山路30号

0454-824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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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社全国部分经销书店
省市

经销书店名称

地址

新疆自治区新华书店图书批销中心 乌鲁木齐市团结路(陶瓷厂仓库内)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6号

0991-8780455
0991-878315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文书店

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4号

0991-2810604

新疆

广东

海南

江西

甘肃

宁夏

青海

天津
河北

山东

联系电话
0991-2872501
0991-2858673

新疆库尔勒三联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库尔勒市巴音西路三联图书超市

0996-2017159

新疆唐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哈密市天山东路领先大厦

0902-2765188

广东信息中心

广州天河

020-37217726(门)

广州购书中心

广州天河

020-38801428

广东今日书店

广州建基路

020-34297512(门)

广州外文书店

广州合群一马路

020-37631776(办)
020-83781011(门)

广东深圳书城

深圳深南大道

0755-82073020

广东深圳海天名著书店

深圳八卦岭

0755-82267664

广东东莞永正购书中心

东莞市大道

0769-2243012

海南新华书店

海口人民大道

0898-66519500
0898-66184835

海南外文书店
海南创新书店

海口解放西路

0898-66801686

江西省时代图书广场

南昌市阳明路308号

0791-6895386

江西外文书店

南昌市象山北路54号

0791-6783127

甘肃新华西北书城

甘肃省兰州市庆阳路230号

0931-4960049

甘肃(七里河区新华书店)兰州图
兰州市西津西路89号
书大厦

0931-2333360

甘肃中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市安宁区健康路70号

0931-7760398

宁夏银川市新华书店

银川市解放东街47号

0951-5018005

青海西宁市新华书店

西宁市东关大街71号

0971-8177644
0971-8170932

青海西宁市音像书店

西宁市城东区东关大街71号

0971-8222343

青海三田书城

西宁市南大街11号

0971-8221188

天津佟楼外文书店

天津马场道84号

022-23358058

天津新华书店连锁配送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55号

022-88112860/61

河北省石家庄图书大厦

石家庄建设北路1号

0311-6694721

山东省济南市新华书店

济南市泉城路185号

0531-6090467

山东省青岛市新华书店

青岛市金华路38号

0532-4881294
0532-4881180

山东省烟台市新华书店

烟台市西大街156号

0535-651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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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社全国部分经销书店
省市

陕西

安徽

云南

贵州

四川

重庆

浙江

福建

湖北

湖南

经销书店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陕西省西安市新华书店

西安市西北一路4号(新22号)

029-87335572
029-87338502

陕西省外文书店

西安市东大街349号

029-87212717

陕西英杰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市东六路111号

029-87420783
029-82109077

安徽省新华书店

合肥市张洼路62号

0551-5612235

安徽省合肥市新华书店

合肥市长江路138号

0551-2671569

昆明新知图书城

昆明市新闻路348号四层

0871-4184638

云南清华实业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58号

0871-5320693

昆明经济书店

昆明市新闻路348号

0871-4103175

昆明市新华书店

昆明市东风路308号

0871-3646114

云南新华大厦

昆明市人民东路6号

0871-3181897

贵州西西弗

贵阳市中山西路38号

0851-6870929

贵州省外文书店

贵阳市延安东路33号

0851-5257511

四川省新华书店文轩连锁公司西南书城 成都市春熙路15号

028-86527736

四川川大卓越外语图书有限公司

成都市科华北路1号

028-85254433

四川新华电子有限公司产(时代新华)

四川成都市总府路5号（610016）

028-86787303

重庆新华书城

重庆民权路10号

023-68404884

重庆外文书店北碚区门市部

重庆市北碚区中山路113号

023-68864150

重庆市新知现代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南路8号

023-65478849

重庆外文书店沙坪坝门市部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南街1-2号

023-68413574

浙江省店采购二部

杭州市解放路225号

0571-87924809

浙江省外文书店

杭州市延安路466号

0571-85069820

福建省外文书店

福州连江北路官前路8号

0591-3677101

福建厦门市外文书店

厦门市嘉禾路94号

0592-5137768

福建外文厦门图书城

厦门市嘉禾路468号

0592-5538353

湖北三新图书有限公司

武汉洪山区楚雄大道268-515号

027-88167970

湖北黄鹤图书发行中心

武汉洪山区楚雄大道268号

027-87381758

湖北武汉市新华书店图书批销中心

湖北汉口长江日报路28号图书大世界 027-85498066

湖北省新华书店崇文书城

湖北武汉雄楚大道268号长江崇文广场 027-87679031

湖北武汉市新华书店

武汉市古田五路17号

0 2 7 - 6 5 6 6 0 4 11 8203

湖北省新华书店中南超市

武汉武昌中南路11号

027-87300607

湖南省店图书城

长沙芙蓉中路338号

0731-2225445

湖南长沙市新华书店

长沙市五一东路267号

0731-2223660

湖南弘道文化传播公司

长沙市解放中路定王台书市1-118

0731-4437872

湖南三益文化公司

湖南师范大学桃花坪1号

0731-8826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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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社全国部分经销书店
省市

江苏

经销书店名称

地址

025-86645151

江苏鸿国世文图书文化有限公司大众
南京市中山东路18号
书局

025-86961273

南京欧亚图书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山北路105号内一层13号

025-83323946

南京力源教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南京秦淮区龙蟠中路清雅苑1栋2号

025-84607785

南京和文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中山北路105号内三层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上海书城 上海市福州路465号
上海

内蒙

北京

山西

联系电话

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
南京市中山东路58号
新华书店

025-83311229
021-56655498

上海市外文书店

上海市福州路390号

021-63223200

上海青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延长中路789号103室

021-67660202

上海市高祥图书文化有限公司

上海市杨浦区纪念路8号图书市场13号

内蒙古外文书店一楼营业部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46号

0471-6966425

内蒙古外文书店二楼营业部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46号

0471-6966778

内蒙古新华书店书业中心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52号

0471-6967774

内蒙古晶星外语书店

呼和浩特市大学路文化商城2号楼31号 0471-4302762

内蒙古包头新华书店

包头市沙河镇文明路14号

0472-7155795

内蒙古赤峰新华书店

赤峰市红山区新华路163号

0476-8221613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新华书店

东胜市宝日陶亥东街2号

0477-8322257
010-66078537

北京图书大厦

北京西城区西长安街17号

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巨山村甲368号 010-65132836

北京图书城外文书店

北京海淀西大街25号

010-62571320

北京王府井外文书店

北京王府井大街235号

010-65126904

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8号

010-82676681

北京翠微大厦新华书店

北京海淀区复兴路33号翠微大厦新
010-68167964
华书店

北京外研书店

北京海淀西三环北路19号

010-88819933

北京东方国中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区甜水园图书市场276号

010-65934349

北京首书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甜水园市场甲135号

010-65913562

北京鲁南图书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海淀图书城3层

010-62572145

北京川之山书店

海淀图书城一层

010-62564631

当当网上书店

www.dangdang.com

北京春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区甜水园北里16号楼甲118号 010-65937623

北京普林士外文图书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区甜水园图书市场二层

010-65002483
0351-4040393

山西外文书店

太原解放路167号

山西太原书城

太原解放路111号

0351-2021142

山西图书大厦

太原建设南路819号

0351-4956526

山西尔雅购书中心

太原双塔西街13号

0351-723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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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社驻全国各地信息中心
单位名称

电话

地址

邮编

外研社上海信息中心
021-65373233
（上海）

上海市四川北路2099号2室外研社信息
200081
中心

外研社广东信息中心
020-38843711
（广东）

广东天河北707号东方之珠E1306

外研社广西信息中心
0771-5503589
（南宁）

南宁市双拥路36号人民日报大厦4楼外研
530022
社信息中心

外研社河南信息中心
0371-63887850/7851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97号附1号模具大厦
450004
外研社信息中心

外研社黑龙江信息中心
0451-86901139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96号思源书店

510640

150006

哈尔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闽江路233号国
150001
际假日公寓28楼B座

外研社辽宁信息中心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78号鸿运大厦
024—23263866/3899
110001
（辽宁）
602室
外研社吉林信息中心
0431-5679410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东南湖大路2030号天骄大
130021
厦A座11层1111室

外研社华中信息中心
027-87660752/0591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街道口珞珈山大厦A座
430072
1102号

外研社华中信息中心
0731-8235215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解放西路136号蓝色地标
410005
1117室

外研社华东信息中心
025-83317433
（南京）

南京市湖南路凤凰台酒店6001房间外研
210016
社华东信息中心

外研社江西信息中心
0791-8331886
（南昌）

南昌市洪都北大道219号图书城17号

外研社山东信息中心
0531-86561621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黑虎泉北路187号解放阁商
250100
务中心外研社信息中心

外研社西北信息中心
029-5259637
（西安）

西安市长安南路493号航天大厦副楼6-3

外研社福建信息中心
0591-7813143
（福州）

福州鼓楼区鼓屏路139号黄金大厦5层508 350003

外研社西南信息中心
028-86961693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新华大道玉沙路155号四川
610017
福德酒店701室外研社信息中心

外研社新疆信息中心
0991-5818591
(乌鲁木齐)

新疆乌鲁木齐解放北路17号酒花大厦
830001
2307号

330006

710061

目前，外研社在全国各地共有16个信息中心，通过您所在地或者就近地
点的信息中心，您可以就外研社的图书进行咨询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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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网络课堂德语网课介绍
联系我们
课程网址：xyz.beiwaiclass.com 德语 栏目
微信公众号：北外网课小语种（可以看免费课程）

德语精品课程简介
1．零基础快速掌握德语语音
【课程介绍】
《零基础快速掌握德语语音》共 15 讲，
从零开始，帮入门学习者掌握德语语音必备
知识，扎实地打好入门基础技能。
选取最精华的语音案例，涵盖德语语
音所有要点，由浅入深，吃透德语语音的各
种现象。
《零基础快速掌握德语语音》共 25 讲，
以微课形式呈现，让德语语音学习变得轻松易学。

2．德语语言学导论
课程网址：http://moocs.unipus.cn/
课程概述：
介绍德语语言学的基本领域、主要概念及研究方法。
【课程介绍】
1. 《德语语言学》课程是德语专业的必修课程，是德语专业同学深造的专业基础。
2. 国内德语专业的教学师资参差不齐，不能均衡各校的教学质量，满足广大学生系统学习
语言学课程的需求。
3. 本课程突出理论对德语学习的指导作用，紧密结合德语学习实践，依托本土教材《德语
语言学教程》，针对德语学习中的困难，提供有效的学习策略和方法。
【课程目标】
1. 了解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领域、主要概念及研究方法。
2. 提高学习德语的效率和运用能力。
3. 以语言学为载体，认识科学，学会科学工作方法，培养自身的学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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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多语言培训部简介
多语言培训部是外研社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研培训中心的多语种培训品牌。多语言培训部依托北
京外国语大学的教学优势和外研社的资源优势，专注于中国国内市场以及海外市场的多语种和对外汉
语、国学培训，范围涵盖教师培训、学生冬 / 夏令营、企业培训、社会培训、在线培训等多个领域。

教师培训
针对国内大中院校各语种中青年骨干教师、对外汉语教师、语文课、国学课教师等教研一线群体，
进行集中强化式培训。课程设置前沿、注重实操、有针对性、强调方法和技能，从语言单项或综合技
能、科研能力、教师道德素养等不同的角度培养教师的专业教学技能以及综合素质。

精品课程
1.
2.
3.
4.
5.

2020 年高等院校多语种骨干教师科研能力提升研修班（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方向）
2020 年高等院校多语种骨干教师教学实践能力提升研修班
2020 年高等院校多语种骨干教师翻译教学与科研能力提升研修班
2020 年高等院校多语种骨干教师论文写作与科研项目申报进阶班（翻译方向）
2020 年高等院校多语种骨干教师科研能力提升研修班（文学、文化学方向）
（咨询电话 010-88819891）

iTEST 3.0 德语试题库介绍
iTEST 3.0 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是
集高质量多语言试题库、测评管理、题库自
建和在线测评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测试云系
统。i T E S T3.0 是为高校提供外语试题库资
源和在线评测服务的综合测试管理平台。自
2015 年上线以来，已成功支持全国几十所高
校、十几万人次顺利完成在线测试，受到越
来越多高校的肯定和关注。
iTEST 3.0 德语试题库内容丰富，可满
足不同测评需求。支持教师进行自动组卷、阅
卷、成绩分析统计等个性化教学管理。题库内置海量试题资源，教师可以一键智能组卷，轻松发布考
试，简单便捷地组织课前预习、课上演练、课后作业、单元测试、期中期末考试、入学分级考试，以
及德语专业四、八级模拟测试等。
i T E S T 3.0 德语试题库由专业等级考试题库和专项训练题库组成。德语专业等级考试题库提供
德语专四、专八真题及模拟题集，由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专业八级考试中心命题，内容权威、
科学。专项训练题库包括词汇语法训练、翻译专项训练、阅读专项训练，按照难度等级划分。

体验方式
iTEST 3.0 体验网址 http://itest.unipus.cn/，可通过如下方式获取体验账号：
24 小时客服电话：400-898-7008
客服邮箱：service@unipus.cn
客服 QQ：2774182652
询价和购买可直接联系施老师（电话：01088819555，邮箱：shilongrui@fltrp.com）
iTEST 更多介绍见 http://www.unipus.cn/unipusProject/uping/iT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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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pus 德语教学资源平台
Unipus 源于创新教育理念，基于先进信息技术，是以外语教育为特色，集学习、教学、测评、科研、
合作交流于一体的线上“共同校园” （Universal Campus）。Unipus 体现教育技术智能化、交互化、
自主化和移动化的发展趋势，创建学习者、教学者、研究者、管理者、教育资源与服务提供者等多方
参与的教育生态，汇聚国内外优势资源，优化在线互动教学环境，提升个体学习体验与效果，同时为
高校创新教学模式、开展课题研究、推进跨校合作提供支持保障。

	线上学习、互动交流、教学管理、评估测试等，集课程、教学、测评、研究于一体的线上校园；
	为外语院校实施混合式教学、基于大数据的课题研究提供技术支撑与保障；
	可为院校定制各语种的专业教学管理平台，为教、学、研提供支持。
资讯中心为广大师生提供最新德语业界动态和资讯，以及外研社举办的培训、
资讯中心	
研讨会、赛事等活动信息。
教师可在学习前、学习中、学习后全流程管理学生的学习情况。发布通知和作业、
教学管理	
设置学习进程、监控学习效果、统计在线学习成绩、组织分组教学和互动讨论等。
为教师提供教材的教学课件、示范课视频、备课资源和部分科研资料，供教师
资源中心	
作为教学和科研参考。
直接链接到 i T E S T 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助力教师与学生完成语言测试
测试评估	
及自我评估；同时也可以访问德语专八考试报名系统，完成德语专八考试线
上报名，成绩查询等工作。
德语在线数字课程全景展示，方便德语学习者学习。
数字课程	
iResearch 外语学术科研网，iSurvey 问卷调研系统两大网站助力教师科研。
科研支持	
外研社德语图书完全展示，点击图片即可链接到相应网站购买。
图书产品	

衷心希望广大师生能够积极参与，与我们互利共赢，一起把 U n i p u s
德语教学管理平台建设好。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切实地服务于
广大德语师生，从专业的角度为教、学、研发展尽绵薄之力。

http://german.unipu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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