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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系列教材

总主编  曹大峰

★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1》《基础日语综合教程2》荣获教育部
“2011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本系列教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内容

贴近大学生的智力水平和社会实际需求，综合（精读）、会话、听力、

写作等课程体系配套。重视自主学习、学习策略、交际能力的培养。由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天津外国语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早稻田大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

会日本语国际中心等科研单位合力编写。

编写方针和特点：

1.  共推出《基础日语综合教程》、《基础日语听力教程》、《基础日语

口语教程》、《基础日语写作教程》等四个系列。各教材相互关联并

各有重点，体现知识和技能的融合。

2.  以学生为中心，以话题或语言活动为主线，导入任务式教学模式，改

革以语法结构为纲和以教师为中心的教材体制；激发主体意识，重视

学习策略的培养，提高学生协作发展的能力。

3.  选用客观真实的素材介绍日本等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穿插富有哲理性

和感染力的东西方文明精髓，提供符合当今大学生学习需求且有利于

融会贯通、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内容。

4.  配套多媒体光盘及练习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信息工具的

能力。配套教学参考书和开放式PPT电子教案，以帮助教师了解

和适应本教材的理念和教学程序，有效地实现立体化教学，保证

教学质量。

《基础日语》系列教材

1宣传册日语.indd   2 20/4/15   上午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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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1》分为5个单元，每个单元

3课，共15课。

    每课分为4个步骤（STEP），STEP1、STEP2

以信息和语言的输入为主，STEP3输入与输出兼顾，

并对有关语言知识加以提示和梳理，STEP4以综合语

言输出活动为主。同时配套提供教学参考书、练习册

和词汇手册，供教师组织教案和学生课下根据个人需

要自主学习与自我评测。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1》共15课。

    每课都由一个完整的听的活动过程“听前（前作

業）”“实听（本作業）”“听后（後作業）”三部分

组成。“听前”热身，包括激活相关背景知识等；“实

听”强调体验听解策略，以完成各种听力任务；“听

后”则强化语言输入和输出的衔接，以达到学习语

言、巩固提高语言交际能力的效果。

    《基础日语口语教程1》分为5个单元，每个单元3

课，共15课。

    第1册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介绍、讲解、请求、

转述、交涉、商量、发言、讨论、提问、会议主持等

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交往中使用日语开展的各种口

语交际活动。这套教程比较适合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本

科生或大专生在完成初级阶段学习之后的一年级第2

学期或二年级第1学期开始使用。

    《基础日语写作教程1》分为五个单元，共15课。

    每课通过“写前准备”“写作实践”“写后的推

敲评价”等三个方面的反复练习，达到行文流畅的目

的。本套教材注重学生协作学习能力的培养，调动学

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参与积极性。写作教材供二年

级学生上半学期和下半学期使用。

1宣传册日语.indd   3 20/4/15   上午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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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系列教材

总主编  陈俊森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自出版以来，深受日语界教师的

好评，成为一套大学第二外语、公共选修课的主打教材。本套书共四册，基础篇两册，提高篇两册，配有慕课、

教案、练习册、测试题、教师讲稿等资源。每册60学时，四册240学时，达到了英语专业第二外语学生考研、大

学日语四六级考试的能力需要。

本书的特色在于按照《大学日语第二外语课程教学要求》的能力和知识点要求进行编写，贴近考试需要。内

容上难易适中，注重日语基础知识的教授和日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

基于本教材制作的爱课程“大学日语”“大学日语提高篇”“大学日语发展篇”和“大学日语进阶篇”四

门慕课，在爱课程平台收到了极大的关注，学习人数名列前茅。同时本教材的慕课资源、练习题在我社“外语

iSmart多语种智能学习平台”已上线，供各位教师、学生配套教材使用。

著译者：赵蔚青 

书  号：978-7-04-045150-4

定  价：35.00元

页  数：232页

适用层： 大学第二外语、60学时非日语专业学习者

著译者：张文丽

书  号：978-7-04-045578-6 

定  价：35.00元

页  数：230页

适用层： 大学第二外语、120学时非日语专业学习者

（爱课程“大学日语”四门慕课） （外语iSmart多语种智能学习平台上线的大学日语课程）

1宣传册日语.indd   4 20/4/15   上午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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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主编  李妲莉

    《体验日语》新型多媒体立体化系列教材为普通高

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套教材包括主教

材《体验日语1》和《体验日语2》及与之配套的同步自

学教材《体验日语1练习册》和《体验日语2练习册》。

    本系列教材的主要教学对象为普通高等院校选择日语

作为第二专业（辅修）或第二外语的日语学习者、日本语

能力测试应试者及社会上广大的日语爱好者。

本系列教材特点：

1.   突破日语课堂传统教学模式，充分发挥文字教材、多媒

体学习课件、MP3等载体的优势，开创生动活泼的授课

新方式。

2.   整体结构合理清晰，主题明确，立意新颖，学习内容循

序渐进。以技能训练为中心，突出能力培养。

3.   跟进《大学日语课程教学要求》和《日本语能力测试出

题基准》。

4.   在教授日语知识的同时，注重介绍日本的社会与文化。

《体验日语》新型多媒体立体化系列教材

体验日语1（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著译者：李妲莉

书  号：978-7-04-031980-4

定  价：48.00元

页  数：310页

适用层： 大学第二外语、日语专业入门零起点学习者

配 套：《体验日语1 练习册》

体验日语2（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著译者：李妲莉

书  号：978-7-04-031977-4

定  价：50.00元

页  数：260页

适用层： 大学第二外语、日语专业入门零起点学习者

配 套：《体验日语2 练习册》 （多媒体学习课件展示）

1宣传册日语.indd   5 20/4/15   上午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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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实用日语》（高职高专版）

总主编  陈百海

    《实用日语》是我国首套高职高专日语专业综合日语教材。在设计上严

格遵照教育部关于高职高专教育“以应用为目的，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

总体指导方针，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了高职高专日语专业的课

程设置、课时以及教学要求，注重语言基本技能的训练与巩固。 

    本系列教材由4册主教材和4册教学参考书(附电子教案)构成，每册供1

个学期使用。各册之间在难度上逐步提升，学完四册要达到的目标是日本语

能力考试2级水平。 

    一、二册按照功能表达进行编排，注重日语专业基础知识、特别是地道

日语口语能力的培养；三、四册按照话题进行编排，加强阅读理解的分量，强化

对重点句型的训练，并在每课课后设立了职场常识、商务礼仪等实用日语专栏。 

    本系列教材插图数量多，形象生动；练习题形式多样；所配词汇手册方

便学生以各种方式记忆、复习单词。

实用日语2(高职高专版)
(附词汇手册、MP3光盘) 
著译者：陈百海 秦莉娜

书  号：978-7-04-049054-1

定  价：48.00元

页  数：244页

配 套： 实用日语2(高职高专

版)教学参考书(附电

子教案)

实用日语3(高职高专版)(附
词汇手册、MP3光盘) 
著译者：张 广

书  号：978-7-04-027793-7

定  价：40.00元

页  数：237页

配  套： 实用日语3(高职高专版)

教学参考书(附电子教案)

实用日语1(高职高专版)
著译者：陈百海 郑宇超

书  号：978-7-04-047888-4

定  价：48.00元

页  数：254页

配  套：  实用日语1(高职高专版)

教学参考书(附电子教案) 

实用日语4(高职高专版)
(附词汇手册、MP3光盘)
著译者：陈雨贤

书  号：978-7-04-028495-9

定  价：42.00元

页  数：257页

配  套： 实用日语4(高职高专版)

教学参考书(附电子教案) 

实用日语视听说1（附
多媒体学习课件）
著译者：刘希玲

书 号：978-7-04-029259-6

定 价：28.00

页 数：127页

配 套： 实用日语视听说1多

媒体学习课件

实用日语视听说2（附
多媒体学习课件）
著译者：刘希玲

书 号：978-7-04-035269-6

定 价：28.00

页 数：200页

配 套： 实用日语视听说2多

媒体学习课件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1宣传册日语.indd   6 20/4/15   上午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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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图书信息/专业类

著译者：林 洪

书 号：978-7-04-027438-7

定 价：49.00元

页 数：280页

重 点：“十二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大专生

配 套： 电子教案、《基础日语综

合教程1教学参考书》、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1练

习册》

著译者：潘寿君

书 号：978-7-04-030743-6

定 价：52.00元

页 数：260页

重 点：“十二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大专生

配 套： 电子教案、《基础日语综

合教程2教学参考书》、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2练

习册》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2（附MP3光盘、词汇手册）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4（附MP3光盘、词汇手册）

著译者：赵华敏

书　号：978-7-04-032372-6

定　价：59.00元

页  数：270页

重 点：“十二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大专生

配 套： 电子教案、《基础日语综

合教程4教学参考书》

基础日语口语教程2（附MP3光盘）

著译者：翟东娜

书 号：978-7-04-030740-5

定 价：38.00元

页 数：164页

重 点：“十一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大

专生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1教学参考书

著译者：林 洪

书  号：978-7-04-027437-0

定  价：45.00元

页  数：230页

重 点：“十二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大

专生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3（附MP3光盘、词汇手册）

基础日语口语教程1（附MP3光盘）

基础日语口语教程3（附MP3光盘）

著译者：张慧芬

书 号：978-7-04-031809-8

定 价：55.00元

页 数：250页

重 点：“十二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大

专生

配 套： 电子教案、《基础日语

综合教程3教学参考书》

著译者：翟东娜

书 号：978-7-04-028085-2

定 价：36.00元

页 数：195页

重 点：“十一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大

专生

著译者：翟东娜

书  号：978-7-04-033637-5

定  价：43.00元

页  数：200页

重 点：“十一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大

专生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1（附MP3光盘、词汇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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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语类
图书信息/专业类

著译者：侯仁锋

书 号：978-7-04-027439-4

定 价：35.00元

页 数：194页

重 点：“十一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大

专生

配 套：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1

教学参考书》

著译者：孙成岗

书 号：978-7-04-031978-1

定 价：35.00元

页 数：180页

重 点：“十一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大

专生

配 套：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3

教学参考书》

著译者：李运博

书 号：978-7-04-030744-3

定 价：36.00元

页 数：240页

重 点：“十二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大

专生

著译者：侯仁锋

书 号：978-7-04-030739-9

定 价：37.00元

页 数：198页

重 点：“十一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

大专生

配 套： 《基础日语听力教

程2教学参考书》

著译者：孙成岗

书 号：978-7-04-032348-1

定 价：32.00元

页 数：93页

重 点：“十一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

大专生

配 套： 《基础日语听力教

程4教学参考书》

著译者：李运博

书 号：978-7-04-033666-5

定 价：35.00元

页 数：200页

重 点：“十二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

大专生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3（附MP3光盘）

基础日语写作教程1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4（附MP3光盘）

基础日语写作教程2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1（附MP3光盘）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2（附MP3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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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著译者：张文丽 曹红荃

书号：978-7-04-051069-0  

定价：36.00元

页数：285页

适用层：日语专业二、三年级

配套：二维码教学课件资源

著译者：张文丽 张伟莉

书号： 978-7-04-053347-7

定价：38.00元

页数：227页

适用层：日语专业二、三年级

配套：二维码教学课件资源

新日语泛读教程2

新日语泛读教程3

著译者：张文丽 朱桂荣

书号：978-7-04-053696-6 

定价：38.00元

页数：223页

适用层：日语专业二、三年级

配套：二维码教学课件资源

新日语泛读教程4

著译者：张文丽 劳轶琛

书号：978-7-04-053697-3

定价：40.00元

页数：252页

适用层：日语专业二、三年级

配套：二维码教学课件资源

新日本世

日语语法教程——讲义与练习

时事日语导读

标准日语语法（第二版）

著译者：顾明耀

书  号：978-7-04-014354-6

定  价：39.80元

页  数：509页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研

究生；其他日语学习

者、研究者 

配  套： 《标准日语语法练习

册》

图书信息/专业类

新日语泛读教程1

著译者：佐佐木瑞枝

书  号：978-7-04-041290-1

定  价：58.00元

页  数：265页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

著译者：徐 卫

书  号：978-7-04-035274-0

定  价：55.00元

页  数：456页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日语

学习者

配  套： 《日语语法教程—

讲义与练习 练习题答

案》

著译者：林 璋 曾 岚

书  号：978-7-04-035270-2

定  价：34.80元

页  数：297页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报刊

阅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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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图书信息/专业类

著译者：于日平

书　号：978-7-04-034665-7

定　价：43.00元

页  数：194页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

现代日汉翻译教程（修订版）

著译者：陶振孝 

书  号：978-7-04-035268-9

定  价：38.00元

页  数：334页

适用层：日语专业二、三年级

日语中级写作教程

著译者：于日平

书　号：978-7-04-036455-2

定　价：45.00元

页  数：212页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

日语初级写作教程

实用汉日翻译教程

著译者：陶振孝

书  号：978-7-04-034664-0

定  价：40.00元

页  数：360页

适用层： 日语专业二、三年级

著译者：杨诎人、谭晶华等

书 号：978-7-04-035793-6

定 价：28.00元

页 数：225页

适用层： 复习日语专业四级考

试的学生

著译者：杨诎人、谭晶华等

书 号：978-7-04-035792-9

定 价：30.00元

页 数：247页

适用层： 复习日语专业八级

考试的学生

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八级考试(附MP3光盘)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四级考试(附MP3光盘)

著译者：刁鹂鹏

书 号：978-7-04-030952-2

定 价：32.00元

页 数：200页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

高职高专

国际贸易实务日语(附MP3光盘)

著译者：李 焱

书 号：978-7-04-029443-9

定 价：30.00元

页 数：198页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

高职高专

国际商务实用日语(附MP3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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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日本文化

日本历史

著译者：王 勇

书  号：978-7-04-007789-6

定  价：21.00元

页  数：424页

适用层：研究生课程；

    日语专业高年级课程；

    日语教师培训课程

著译者：徐一平

书  号：978-7-04-007674-5

定  价：15.00元

页  数：264页

适用层：研究生课程；

    日语专业高年级课程

日本语言

日本艺术日本社会

日本文学（上编、下编）

日本经济（第二版）

著译者：李国庆

书  号：978-7-04-007790-2

定  价：16.00元

页  数：276页

适用层：研究生课程；

    日语专业高年级课程

著译者：冯昭奎

书  号：978-7-04-016936-2

定  价：21.00元

页  数：437页

适用层：研究生课程；

    日语专业高年级课程

著译者：陈永明

书  号：978-7-04-012146-9

定  价：16.00元

页  数：300页

适用层：研究生课程；

    日语专业高年级课程

著译者：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书  号：978-7-04-012147-6

定  价：16.00元

页  数：442页

适用层：研究生课程；

    日语专业高年级课程

著译者：滕　军　黄玉梅　张　瑜

    王善涛 

书　号：978-7-04-020816-0 

定　价：28.00元

页  数：400页

适用层：研究生课程；

    日语专业高年级课程

著译者：张龙妹　曲　莉 

书　号：978-7-04-024804-3 

定　价：36.00元

页  数：600页

适用层：研究生课程；

    日语专业高年级课程

日本教育

图书信息/专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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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2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提高篇)1(附MP3光盘)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提高篇)2(附MP3光盘)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1

著译者：赵蔚青 

书  号：978-7-04-045150-4

定  价：35.00元

页  数：232页

适用层： 大学第二外语、60学

时非日语专业学习者

配  套：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

程（基础篇）练习

册》

著译者：陈俊森 徐敏民等 

书  号：978-7-04-022246-3 

定  价：25.50元

页  数：241页

适用层： 大学第二外语、180学

时非日语专业学习者

配  套：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

程（基础篇）练习

册》、多媒体学习

 课件

著译者：张文丽

书  号：978-7-04-045578-6 

定  价：35.00元

页  数：230页

适用层： 大学第二外语、120学

时非日语专业学习者

配  套：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

程（提高篇）练习

册》

著译者：陈俊森 孟 瑾等

书  号：978-7-04-024143-3 

定  价：25.00元

页  数：199页

适用层： 大学第二外语、240学

时非日语专业学习者

配  套：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

程（提高篇）练习

册》、多媒体学习

 课件

著译者：李妲莉

书　号：978-7-04-031980-4

定　价：48.00元

页  数：310页

重  点：“十二五”规划 

适用层： 大学第二外语、日语专

业入门零起点学习者

配  套： 《体验日语1 练习

册》

体验日语2（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著译者：李妲莉

书  号：978-7-04-031977-4

定  价：50.00元

页  数：260页

重  点：“十二五”规划 

适用层： 大学第二外语、日

语专业入门零起点

学习者

配  套： 《体验日语2 练习

册》

体验日语1（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图书信息/公共日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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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实用日语视听说1(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著译者：陈百海 郑宇超

书 号：978-7-04-047888-4

定 价：48.00元

页 数：254页

适用层：高职高专

配 套： 《实用日语（高职

高专版）1教学参考

书(附电子教案)》

著译者：陈百海 秦莉娜

书 号：978-7-04-049054-1

定 价：48.00元

页 数：244页

适用层：高职高专

配 套： 《实用日语（高职

高专版）2教学参考

书(附电子教案)》

著译者：陈百海 张 广

书 号：978-7-04-027793-7

定 价：40.00元

页 数：240页

适用层：高职高专

配 套： 《实用日语（高职

高专版）3教学参考

书(附电子教案)》

实用日语1(高职高专版)

著译者：刘希玲

书 号：978-7-04-029259-6

定 价：28.00元

页 数：125页

适用层：高职高专

配 套： 《实用日语视听说1

多媒体学习课件》

实用日语(高职高专版)3(附mp3光盘、词汇手册)

实用日语2(高职高专版)

著译者：陈百海 陈雨贤

书 号：978-7-04-028495-9

定 价：42.00元

页 数：240页

适用层：高职高专

配 套： 《实用日语（高职

高专版）4教学参考

书(附电子教案)》

著译者：刘希玲

书 号：978-7-04-035269-6

定 价：28.00元

页 数：200页

适用层：高职高专

配 套： 《实用日语视听说2

多媒体学习课件》

实用日语视听说2（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实用日语(高职高专版)4(附mp3光盘、词汇手册)

图书信息/高职高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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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著译者：于 康 

书  号：978-7-04-034599-5

定  价：25.00元

页  数：260页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研 

究生

著译者：赵 刚

书 号：978-7-04-037639-5

定 价：30.00元

页 数：376页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研究生

会话分析

汉日对比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

著译者：王健宜

书 号：978-7-04-038665-3

定 价：28.00元

页 数：322页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研

究生

语法学

著译者：张岩红

书 号：978-7-04-041145-4

定 价：35.00元

页 数：409页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研

究生

社会语言学

著译者：翟东娜 林 洪 潘 钧等

书  号：978-7-04-019317-6

定  价：58.00元

页  数：604页

重  点：“十五”规划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三、四年

级；日语专业研究生

一、二年级；日语教师

及研究者

日语语言学

著译者：赵蔚青 

书　号：978-7-04-046476-4

定　价：27.00元 

页  数：320页

适用层： 日语专业本科生、研

究生

图书信息/专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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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著译者：馆冈洋子 于 康

书 号：978-7-04-042358-7

定 价：55.00元

页 数：382页

适用层： 日语教师、研究生

日语教学研究方法与应用

二语习得研究与日语教育

著译者：横山纪子

书 号：978-7-04-042975-6

定 价：45.00元

页 数：266页

适用层：日语教师、研究生

日语语言学与日语教育

汉日对比研究与日语教学

著译者：张麟声

书 号：978-7-04-044657-9

定 价：50.00元

页 数：280页

适用层：日语教师、研究生

教师、课堂、学生与日语教育

著译者：冷丽敏

书 号：978-7-04-042983-1

定 价：52.00元

页 数：270页

适用层： 日语教师、研究生

日语协作学习理论与教学实践

跨文化理解与日语教育

著译者：林 洪

书  号：978-7-04-042368-6

定  价：65.00元

页  数：562页

适用层：日语教师、研究生

日语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

著译者：赵华敏

书　号：978-7-04-044145-1

定　价：55.00元 

页  数：384页

适用层：日语教师、研究生

著译者： 池田玲子 馆冈洋子

    朱桂荣 林 洪

书 号：978-7-04-031905-7

定 价：42.00元

页 数：270页

适用层：日语教师、研究生

著译者：曹大峰 野田尚史

    彭广陆等

书 号：978-7-04-031871-5

定 价：52.00元

页 数：365页

适用层：日语教师、研究生

图书信息/专著类

1宣传册日语.indd   15 20/4/15   上午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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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全新大学俄语》系列教材（共12册）

作者：何红梅 

   马步宁 等 

适用对象：大学公共

     俄语1—4册

特色介绍：
    《全新大学俄语》立

体化系列教材是2006年经

教育部批准立项的普通高

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是由教育部高

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

委员会俄语组根据《大学

俄语课程教学要求》的有

关精神统一策划、认真研

讨、全力投入组织编写的

大学俄语教学的立体化多

媒体系列教材。

    本系列教材共12册，

分为4级，每级包括综合

教程、泛读教程、教学参

考书。全套系列教材共包

括与日常工作、生活、学

习密切相关的32个话题，

每级操练8个话题。综合

教程（含精读、听说、写

作）、泛读教程、教学参

考书的同级同课均围绕同

一话题横向展开，从而使

读、听、说、写、译等语

言技能协调发展。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书名：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4

书号：978-7-04-030628-6

定价：31.00元（附MP3光盘）

书名：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1

书号：978-7-04-026708-2

定价：33.00元（附多媒体课件）

书名：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2

书号：978-7-04-027994-8

定价：34.00元（附多媒体课件）

书名：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3

书号：978-7-04-029440-8

定价：31.00元（附多媒体课件）

书名：全新大学俄语泛读教程4

书号：978-7-04-030627-9

定价：19.00元

书名：全新大学俄语泛读教程1

书号：978-7-04-026709-9

定价：15.00元

书名：全新大学俄语泛读教程2

书号：978-7-04-027996-2

定价：17.00元

书名：全新大学俄语泛读教程3

书号：978-7-04-029441-5

定价：17.00元

书名：全新大学俄语教学参考书4

书号：978-7-04-030626-2

定价：23.00元

书名：全新大学俄语教学参考书1

书号：978-7-04-026710-5

定价：17.00元

书名：全新大学俄语教学参考书2

书号：978-7-04-027995-5

定价：19.00元

书名：全新大学俄语教学参考书3

书号：978-7-04-029442-2

定价：19.00元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2宣传册俄语.indd   16 19/4/3   下午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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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全新大学俄语》系列教材的综合教程后所附多媒体课件是为满足基于计算机网络教学的需要而制作的。

该课件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优势，在纸质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丰富，使教材内容更为

翔实，形式更为生动活泼，设计思路更为新颖、独特，图文并茂、风趣幽默，从而愉悦俄语教学的整个过程，

愈教于乐，使课内教学和课外学习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将课堂教学延伸到课下，将传统的教学手段与当今最

为流行的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巧妙的结合，以进一步提高大学俄语教学质量。以下是第二级综合教程所附课

件界面展示：

2宣传册俄语.indd   17 19/4/3   下午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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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俄语专业核心课程——听说

作者：刘玉英 白振海

适用对象：大学俄语一、二年级及具有相应水平的俄语专业、成人辅修学习者

特色介绍：
    《大学俄语听说教程（第二版）》共四册，包括教程上、下册和教辅上、下册。 供大学俄语一、二年级使

用，也可作为具有相应水平俄语学习者提高俄语言语技能的辅助教材。

    《大学俄语听说教程（第二版）》是作者根据最新教学大纲精神及教学实践经验在《大学俄语听说教程》基础

上修订而成。该教程采取以话题为中心，以情景带动句式的编排体例，尽量减少单纯、孤立的句式练习，避免与本

课背景设计无关的内容，使句式融会贯通在情景对话中。题型设计新颖，改变了过去死板的练习形式，增添了按图

说话的方式，以直观的画面，活泼的情景促使学生积极主动思考，开拓思路，进而提高俄语思维和交际能力。

书名：大学俄语听说教程（第二版）上册

书号：978-7-04-017249-2

定价：27.00元（附MP3光盘）

页数：223页

书名：大学俄语听说教程（第二版）下册

书号：978-7-04-019006-9

定价：29.30元（附MP3光盘）

页数：256页

书名：�大学俄语听说教程教学辅导书（第

二版）上册

书号：978-7-04-017486-1

定价：17.50元

页数：164页

书名：�大学俄语听说教程教学辅导书（第

二版）下册

书号：978-7-04-019007-6

定价：23.90元

页数：230页

2宣传册俄语.indd   18 19/4/3   下午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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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俄语专业核心课程——阅读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作者：史铁强 等

适用对象： 俄语专业零起点第二至五学期及具有相应水平的大学公共俄语、成人辅修、二外等俄语学习者

特色介绍：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2008年度）。

    《俄语专业阅读教程》是一套专门针对零起点俄语学生的阅读教材，可供俄语专业、成人辅修、二外等零起

点俄语学习者作为阅读教材或自学读本。主要特点包括：

权威性：本教程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博导史铁强教

授担任总主编，编者由多所高校俄语专业的教授、资深骨干教师组成，阵容强大。

趣味性：本教程在选材上兼顾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注重课文的趣味性，以便通过阅读扩充词汇量，巩固语

法知识，培养学生阅读兴趣。

实用性：本教程吸纳了众多资深俄语教师多年教学研究成果，融合了丰富的教学实践和最新教学法理论，以循序

渐进的方式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进而提升学生的俄语阅读理解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

书名：俄语专业阅读教程2

书号：978-7-04-018524-9

定价：27.00元

页数：218页

书名：俄语专业阅读教程1

书号：978-7-04-017678-0

定价：28.00元

页数：267页

书名：俄语专业阅读教程3

书号：978-7-04-019593-4

定价：28.00元

页数：256页

书名：俄语专业阅读教程4

书号：978-7-04-019695-5

定价：29.00元

页数：277页

2宣传册俄语.indd   19 19/4/3   下午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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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系列是高等教育出版社为高等院校俄语专业的同学们再次倾心奉献的一套崭新

阅读读物，编写本教材的目的主要为了内容生动有趣，令人爱读，为了能够让同学们在阅读中潜移默化地开阔

视野、丰富知识、提高文化素养。因此，本套丛书的选材十分宽泛，涉及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世

界新知，又有流行时尚，内容积极健康，文化信息丰富。同时，本着循序渐进、轻松阅读的宗旨，本书在版式

设计上简约活泼，图文并茂，贴心设计，方便阅读。

    本套丛书共8册，涵盖从本科一年级下学期到研究生阶段。每册对应每个学期的教学周，每周1个单元，每

个单元5篇文章，对应每周5天，每天1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标注了词汇量、阅读难度，生词释义直接标注在文

中该词上方。供低年级同学阅读的前两册还将特殊变化词的原形标上，每篇文章后的“搭配空间”中将文章中

的积极词组提炼出来，“文化驿站”将有文化信息的地方也进行简洁精当的注释。此外，每篇文章编排了5道

课后测试题，或针对词汇语法，或针对文章内容，同学们可在阅读后自查学习收获，随手记录下阅读时间和得

分，看到进步的足迹。以上的内容设计，为同学们扫清了阅读的障碍，方便阅读。

    希望这套书能够满足俄语学习者的阅读需求，为各个学段的俄语学习者提供一套循序渐进、分级阅读的材

料，能够帮助同学们爱上俄语阅读。

书名：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1/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2/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3/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4

书号：978-7-04-044114-7/978-7-04-044483-4/978-7-04-046948-6/978-7-04-049184-5

定价：39.00元/46.00元/43.00元/43.00元

页数：220页/335页／260页／275页

作者：黄� 玫、贾长龙等

适用对象：�俄语专业本科低年级学生泛读课使用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俄语专业核心课程——阅读

2宣传册俄语.indd   20 19/4/3   下午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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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样张展示：

2宣传册俄语.indd   21 19/4/3   下午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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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俄罗斯文化之旅——地理100问

出版年份：2019

主编：贾长龙

书号：即将出版

定价：38.00

页数：206

出版年份：2016

主编：贾长龙

书号：978-7-04-047701-6

定价：49元

页数：308

俄罗斯文化之旅——文学100问俄罗斯文化之旅——历史100问

出版年份：2019

主编：贾长龙

书号：即将出版

定价：37.00

页数：176

出版年份：2016

主编：李学岩

书号：978-7-04-045714-8

定价：38.00元

页数：225

出版年份：2017

主编：贾长龙

书号：978-7-04-049181-4

定价：58.00

页数：235

�

俄罗斯文化之旅——体育100问

出版年份：2017

主编：刘颖

书号：978-7-04-047218-9

定价：35.00元

页数：180

出版年份：2015

主编：李庆华

书号：978-7-04-041721-0

定价：35.00元

页数：246

俄罗斯文化之旅——影视艺术100问 魅力俄罗斯——文化篇

魅力俄罗斯——政治经济篇魅力俄罗斯——历史篇

出版年份：2019

主编：贾长龙

书号：即将出版

定价：45.00

页数：178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俄语专业核心课程——国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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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大学通用俄语》（1.2）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新推出的针对以俄语作为第二外语或者自学俄语的高等院校

本科生、研究生使用的大学俄语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使学习者在180学时内掌握俄语的语音、语法，达到

教育部审定的《大学俄语课程教学要求》规定的基础阶段三级要求的最低词汇量约1700个单词，并具有最基

本的读、听、说、写、译的技能，为进一步自学打下良好基础。上册共15课，641个单词，其中前4课是语

音课，课后附有复习题和一套测试题。5~15课是基础课，每课包括句型、主题会话、课文、语法4部分，内

容均围绕本课语法进行。下册共15课，为提高课，以15个日常话题编排对话和课文，约950个单词（不包括

拓展课文）。每课的结构包括主题会话2个、主课文1篇、拓展课文1篇、语法。每5课为1个单元，配有本单

元复习和测试题。本教程附有多媒体课件，内容包括对话、课文朗读录音及译文、练习参考答案、文化背景知

识影像等。

俄语二外重点教材

俄语公外、二外、培训课程

书名：大学通用俄语1／大学通用俄语2

书号：978-7-04-043242-8/978-7-04-045600-4

定价：39.8元／46.00元

页数：240页／334页

作者：武晓霞等

适用对象：二外、成人等零起点俄语学习者（供180学时用）

2宣传册俄语.indd   23 19/4/3   下午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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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特色介绍：
    本教程是由教育部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俄语组

组织、策划、编写的大学俄语初级教程。教学对象为高

等院校以俄语为第二外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同时面向

电大、函大、夜大、远程教育学生和其他零起点俄语学

习者。

　　本教程的任务是使学习者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俄语的

语音，比较系统地熟悉俄语最基本的语法知识，掌握约

1500个单词、最基本的句型和日常的用语，能进行简

单的日常会话，翻译内容不太复杂的各种体裁的文章，

写出句子结构比较简单的短文，基本达到大学俄语三级

水平。

　　本教程的教学时间约为120学时。教学内容包括

语音、基础词汇、语法、课文、对话、练习等，其中

语音、基础词汇和语法是教程的主体。全书共28课，

分为四个阶段，每七课为一阶段,每阶段一套测验

题。书后附光盘,另配磁带,录音内容包括全书语音、

对话和课文。

特色介绍：
    本书是以《大学俄语简明教程（第二外语用）》

（1995年版）为基础，总结多年教学实践经验，针对当

前大学一般设置第二外语课的时数、任务与要求等情况

而新编写的一部俄语简明教材。

    本书的任务是使学习者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学到俄语

的语音及基础语法知识，积累一定数量的常用词汇，通

过各种言语技能训练，达到初步掌握俄语的目的。

书名：新大学俄语简明教程（二外、零起点、成人）

书号：978-7-04-015364-4

定价：39.10元（附MP3光盘）

页数：362页

作者：蒋财珍�等�

适用对象：二外、成人等零起点俄语学习者（供120学时用）

书名：大学俄语简明教程（第二版）

书号：978-7-04-024449-6

定价：23.90元（附MP3光盘）

页数：207页

作者：张宝钤�钱晓蕙�

适用对象：二外、成人等零起点俄语学习者（供60学时用）

配套用书：

书名：新大学俄语简明教程教学辅导书

书号：978-7-04-028624-3

定价：20.00元

作者：蒋财珍�等

俄语公外、二外、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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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大学俄语四级考试大纲及说明（2011年版）》由全国大学俄语考

试设计组根据《大学俄语课程教学要求》最新要求，结合大学俄语教学

实际而制定的。

    全书主要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大学俄语四级考试大纲，包括

考试性质、考试内容和要求、考试形式与试题结构、题型示例等；第二

部分为大学俄语四级考试说明，包括关于考试要求的说明、试题选材原则

及答题建议等。附录部分提供了大学俄语四级词汇表，2009年、2010年大

学俄语四级考试试题分析，大学俄语四级考试模拟试题及参考答案。目的

是使考生进一步了解大学俄语四级考试试题，熟悉试题的结构、题型及答

题思路，避免考试中的盲目性，并结合自身情况进行应试准备，提高考试

成绩。

书名：大学俄语四级考试大纲及说明

书号：978-7-04-031012-2

定价：19.00元

页数：206页

作者：全国大学俄语考试设计组

书名：全新大学俄语四级考试模拟试题集

书号：978-7-04-047700-9

定价：45.00元

页数：264页

作者：考试组

适用对象：大学俄语四级考生

书名：大学俄语四级词汇精解

书号：978-7-04-028331-0

定价：32.00元

页数：542页

作者：钱晓蕙

适用对象：各层次俄语学习者

    《大学俄语四级词汇精解》依据最新大学俄语教学大纲——《大学

俄语课程教学要求》规定词汇编写，可作为高校学生参加“大学俄语四

级考试”及相应水平俄语考试的备考用书，也可作为各类俄语学习者掌

握、巩固、扩充大学俄语基础词汇的辅导用书，还可作为俄语爱好者系

统梳理俄语词汇、提升俄语综合实力的随身读本。

    全书共收入大学俄语1—4级词汇约4300词，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易

混词和固定词组单独列出加以重点解析。根据实际需要，一些词目设有

“联想拓展，同义联想，反义联想”和“易混词辨析”等内容，力求帮

助学习者理解记忆、全面掌握基础词汇。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大学俄语四六级考试用书

2宣传册俄语.indd   25 19/4/3   下午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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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书名：俄汉翻译基础教程

书号：978-7-04-029261-9

定价：35.00元

页数：331页

作者：杨仕章

适用对象：�俄语专业本科生及其他各类相应水平俄语学习者

    《俄汉翻译基础教程》以注重实践、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系统完整为编写原则。该教程原稿已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连续使

用5年，其实用性和针对性获得较好反响，教学效果良好。主要

特点包括：

    1. 编写体例突出针对性。打破传统上一贯以翻译方法为主线

的编写体例，把语言层面作为章节划分的基础，针对不同语言层

面，探讨其各自的翻译原则、方法与技巧，以增强翻译技能训练

的针对性。

    2. 教学内容注重实用性。本教程将不同语体、体裁文本的相

关例句有机地融入教程内容之中，力争化整为零，既降低难度，

又能让学习者初步了解不同语体、体裁的翻译要求。正文和练习

都提供详细的译法分析和答案说明，力求达到简明实用、易教易

学的目标。

    《商务俄语初级教程》以中俄贸易特点为主旨，坚持求真务

实的原则，融商务会话和应用文为一体，实现了知识性和实用性

的有机结合。以适应国内对俄经贸领域从业人员对商务俄语相关

知识的需求。

    本教程既可用于高等学校商务俄语基础阶段的主干教材，也

可用于全国外经贸认证考试中心国际商务俄语等级考试（初级）

的考前培训，还可作为具有一定俄语基础、需要在商务俄语领域

提高技能的不同层次的俄语学习者和工作者的辅助教材。

书名：商务俄语初级教程

书号：978-7-04-026890-4

定价：25.00元

页数：236页

作者：孙淑芳�等

适用对象：�俄语专业基础阶段及相应水平俄语学习者

俄语专业技能课程

2宣传册俄语.indd   26 19/4/3   下午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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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

德国已成为热门留学地，但是——

市面上严重缺少为强化班专门编写的德语教

材，多为国外引进产品，并不适合中国人的语

言学习方式，也并不与德语考试有任何呼应。

●  作者均为德国毕业硕士，强化课程教学经

验丰富

●  话题紧扣德福考试

●  备考、生活两方面知识同步传授

●  精美四色印刷，所有配套资料免费下载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直通德福》系列德语强化教材，专

为赴德学子量身打造，让你扎实备考！设

计四册，前二册已出版！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1（附词汇手册）

出版年份：2018

编者：栾天舒 赵韵

书号：978-7-04-049182-1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1练习册

出版年份：2018

编者：栾天舒 赵韵

书号：978-7-04-049181-4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2（附词汇手册）

出版年份：2019

编者：栾天舒 陈怡安

书号：978-7-04-053038-4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2练习册

出版年份：2018

编者：栾天舒 陈怡安

书号：978-7-04-053037-7

043

Im Sprachkurs
d) e)  

c. Sie hören die Pluralformen, markieren Sie bitte das entsprechende Bild!

a)  b)  c)

d)  e)  f)

Text A
Zhang Ni übt Deutsch mit Julia.

A1  Hören Sie und ergänzen Sie!
a. St   hl b. St   hl    c. Ta    d. Bl   stift e. K   g   lschr   ber

f. Bu   g. B   cher h. B   ld i. H   ft j. R   d   rg   mm   

A2  Hören Sie den Text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a. Welche Wörter hören Sie?

 

 Student  Heft  Handy  Zeitung  Kugelschreiber  Buch

b. Wie ist Zhang Nis Deutsch? Was sagt Julia?

  

c. Wie übt sie Deutsch? 

  

d. Lernt Tobias heute Chinesisch?

  

扫描二维码，获取样章

53038-00.indd   1 2019/12/3   下午1:48

53037-00.indd   1 2019/12/3   下午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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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本系列自2011年以来陆续出版，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认可。本系列作者徐立华老师专教德福十余年，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德福考试有着深入的理解。

    本系列讲解详尽，分析精准，练习海量（听力、口语分册各含10套模拟题，阅读分册15套，写作分册含

数据图30余幅），实为备考德福的得力工具。

    本系列视频课程已在腾讯课堂上线，敬请关注！

德福考前必备

●  收集德福考试的

高频词汇，细致讲

解词义和运用。

●  分类词表，方便

记忆。

●  破除“德福不考语法”的

误区，指出德福考题中隐

藏的语法考点。

●  结合听说读写四部分考

题，分析讲解语法重点，

并加以操练。

扫描二维码，发现更多网络课程

含15套模拟题及答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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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Flaschen sammeln

Abfälle mitnehmen LED-Lampe benutzen und Strom sparenRestspeisen einpacken

Abfälle sortieren Abfälle in die Mülltonne werfen

Was machen die Personen? Beschreiben Sie die Bilder.

Vokabeln  
das Bild -er 图片

 sammeln Vt. 收集

der  Abfall ..e 垃圾，废弃物

 sortieren Vt. 分类，分捡

die Mülltonne -n 垃圾筒，垃圾箱

 werfen Vt. 扔，抛

 mit/nehmen Vt. 一起带走，一起带回

die Restspeise -n 剩饭，剩下的食物

 ein/packen Vt. 打包，包起来

die Lampe -n 灯

der Strom o.Pl. 电，电力

  ..e 河流，水流，电流

050

Lektion 4    Wir leben grün

Wir leben grün
Lektion

4

L2-4.indd   50 15/12/31   下午12:11

    为适应近年来大学德语课程课时数缩减的现实，减轻学生的学习负

担，特设计本教程。本教程有如下特点：

1.  学习量轻：共分二册，每册9课，语法量、词汇量及课文长度都做了

缩减。基本没有语法超前现象。

2.  趣味性强：全新编写课文，选择鲜活现代语料，课文生动有趣。

3.  实用性强：不强行附会语法，只强调掌握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语法现

象，对一些生僻、老化的语法现象只介绍，不要求掌握。

4.  适合思政教育：每课特设“单元综合练习”板块，全面训练听说读

写四项技能，并引导一些批判性思维。

5.  强调跨文化能力：除介绍德语国家文化外，在课文和练习的编写

中，特意注重安排一些中国元素，以培养学生对本国文化的了解和

表达能力。

大学通用德语

★  所有配套资源免费下载！
●  录音MP3
●  Word版教案

●  PDF版教学参考书

●  各课导入部分彩图

扫描二维码获取免费资源

Text B
Chen Hui kauft ein Wörterbuch online

 Chen: Julia, ich kaufe zum ersten Mal bei Amazon Deutschland, kannst du mir vielleicht 

ein paar Tipps geben?

 Julia: Ja, gern. Was suchst du?

 Chen: Ich brauche ein einsprachiges Deutschwörterbuch. Nun gebe ich das Suchwort ein... 

Aha, eine ganze Reihe von Taschenwörterbüchern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1. 

 Julia: Welches nimmst du? Es gibt so viele.

 Chen: Ich vergleiche immer die Bewertungen und Preise. Der Duden hier kostet 15,95 

Euro, und der Wahrig kostet nur 9,50. 

 Julia: Der Duden hat eine Bewertung von vier und einem halben Stern2, der Wahrig hat 

fünf Sterne.

 Chen: Na, eine Bewertung mit 4,5 Sternen ist auch nicht schlecht...

 Julia: Du hast Recht. Das ist auch ein Bestseller von Duden. Oder du kannst auch ein 

gebrauchtes Exemplar nehmen, hier sind 7 Angebote für gebrauchte Exemplare ab 

5,95 Euro3.

 Chen: Ein gebrauchtes Exemplar? Ich weiß nicht... Ich kaufe immer nur neue Bücher. 

Kauft ihr oft gebrauchte Bücher?

 Julia: Auch nicht so oft, aber manchmal schon. Die sind meistens sauber und in gutem 

Zustand. Für uns Studenten ist es eine gute Alternative.

098

Lektion 5    Einkaufen

L 5.indd   98 15/5/22   下午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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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大学德语》（第三版）是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原《大学德语》和《大学德语》

（修订版）的推出，以其实用的编写方式和详尽的语法体系受到了广大使用者的欢迎。随着外语教学改革的不

断深化，第三版在保留原有语法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大学德语教学大纲》的要求，本着服务于广大教师和学

生的宗旨，对教材做了大规模的修订和改进。新版教材主要有以下特色：

    一、课文的选取以体现德国现实生活、锻炼交际能力为原则。

    二、理论讲解深入详尽，同时服务于课堂教授和课后自习，目的在于使学生打下扎实的基本功。

    三、 练习形式多样，便于课堂操作和课后自习。紧跟《大学德语课程教学要求》，特意新添听、说、写练

习，培养实际应用能力。

    四、 在练习编写中注意与“大学德语四级考试”、“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德语等级考试”及其他类似考

试题型的呼应。

    《大学德语》（第三版）共分四册，第一、二册基本授完基础语法，兼顾训练各种基本技能，重点在于打

好语言基础。 第三、四册逐步加大阅读量，提高读、听、说、写和译的技能。

    本教材配有教学参考书及多媒体附属产品。

《大学德语》（第三版）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3宣传册德语.indd   30 20/4/15   上午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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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德语专业写作教程》（上、下）由从事写作教学的

中、德教师合作编写。编写过程中，强调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的培养，以求将沉默的写作课变成互动性强的课堂，使学生

在说写结合的教学方法中，练习并强化书面表达能力。

    教材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上册从德语专业一年级

下半学期或二年级上半学期即可使用。上册基本处理完简

单、日常的应用文体。下册适合德语专业中、高年级学生使

用，训练德语专业考试和职业实践中常见的、难度较高的应

用文，为学生的深造和日后的职业实践做准备。

        上册目录                        下册目录

书名：德语专业写作教程（上）

出版年份：2010

主编：王丽萍

编者：顾  牧  Christopher Dege

书号：978-7-04-028523-9

定价：18.00元

页数：85页

书名：德语专业写作教程（下）

出版年份：2011

主编：顾牧

编者：王丽萍   Christopher Dege

书号：978-7-04-031216-4

定价：22.00元

页数：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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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商务德语教程

    全面训练商务交际，最强实用性
    上下两册,每册10章，基础篇每章5节，提高篇每章6节，从接待到求职，360度

应对商务交际和职业生活。

    全真德国情景录音——可以听到的商务交际文化
    本教材的听力材料，每一个背景音都精心设计，每一个对话中的细小词语都在

提示德国人的对话习惯和风格。充分利用听力材料，不仅训练听说能力，还将大大

有助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

    听说读写、语音、语法、词汇、篇章全方位训练
    教材以听说训练为主，根据所学内容安排语法讲解和练习。练习册包含语法、

词汇、阅读和写作训练，可随时插入课堂教学，亦可灵活用于课后或自学。

    独立词汇手册，轻松学单词
    特有小16开词汇手册，配以释义和例句，在上下文中轻松学单词。

    最详细教学参考书，中德双语
    答案、听力文本，这些本来是一些教学参考书的全部内容，但在《商务德语教

程》的教学参考书中，这些只是一小部分。最重要的内容是作者精心编写的教学法

指导，不仅能使教师轻松安排课堂，更是有心的学习者的课外读物。

商务德语教程（基础篇）学生用书（附MP3光盘）

出版年份：2010

总主编：范捷平

编者：陆伸

书号：978-7-04-028329-7

定价：64.00元

页数：254页

商务德语教程（提高篇）学生用书（附MP3光盘）

出版年份：2011

总主编：范捷平

编者：陆伸 丁俊

书号：978-7-04-030632-3

定价：68.00元

页数：274页

商务德语教程（提高篇）练习册（附词汇手册）

出版年份：2011

总主编：范捷平

编者：邵 勇 杜幸之

书号：978-7-04-030630-9

定价：35.00元

页数：175页

商务德语教程（提高篇）教学参考书

出版年份：2011

总主编：范捷平

编者：朱更生

书号：978-7-04-030631-6

定价：28.00元

页数：161页

商务德语教程（基础篇）练习册（附词汇手册）

出版年份：2010

总主编：范捷平

编者：邵 勇 杜幸之

书号：978-7-04-028327-3

定价：25.00元

页数：152页

商务德语教程（基础篇）教学参考书

出版年份：2010

总主编：范捷平

编者：朱更生

书号：978-7-04-028328-0

定价：21.00元

页数：138页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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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图书信息/德语类

德福考前必备——词汇 德福考前必备——语法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2（附词汇手册）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2练习册

德福考前必备——听力 德福考前必备——写作

出版年份：2012

编者：徐立华

书号：978-7-04-034592-6

定价：35.00元

页数：225页

出版年份：2013

编者：徐立华

书号：978-7-04-036523-8

定价：38.00元

页数：204页

出版年份：2019

编者：栾天舒 陈怡安

书号：978-7-04-053038-4

定价：80.00

页数：214

出版年份：2019

编者：栾天舒 陈怡安

书号：978-7-04-053037-7

定价：48.00

页数：140

出版年份：2018

编者：栾天舒 赵韵

书号：978-7-04-049182-1

定价：80.00

页数：205

出版年份：2018

编者：栾天舒 赵韵

书号：978-7-04-049181-4

定价：58.00

页数：235

出版年份：2013

编者：徐立华

书号：978-7-04-038251-8

定价：48.00元

页数：264页

出版年份：2014

编者：徐立华

书号：978-7-04-039301-9

定价：28.00元

页数：156页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1练习册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1（附词汇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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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图书信息/德语类

出版年份：2008

总主编：张书良

主编：姜爱红

书号：978-7-04-024617-9

定价：36.00元

页数：209页

大学德语1（第三版）（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大学德语1（第三版）教学参考书（附电子教案）

出版年份：2009

总主编：张书良

主编：姜爱红

书号：978-7-04-026525-5

定价：38.00元

页数：212页

出版年份：2009

总主编：张书良

主编：姜爱红

书号：978-7-04-026526-2

定价：28.00元

页数：105页

出版年份：2009

总主编：张书良

主编：顾士渊  王颖频

书号：978-7-04-027903-0

定价：36.00元

页数：219页

出版年份：2009

总主编：张书良

主编：顾士渊  王颖频

书号：978-7-04-027902-3

定价：20.00元

页数：100页

出版年份：2008

总主编：张书良

主编：姜爱红

书号：978-7-04-024805-0

定价：25.00元

页数：89页

大学德语2（第三版）（附多媒体课件） 大学德语2（第三版）教学参考书（附电子教案）

大学德语3（第三版）（附MP3光盘） 大学德语3（第三版）教学参考书（附MP3光盘）

出版年份：2014

编者：徐立华

书号：978-7-04-039641-6

定价：42.00元

页数：191页

出版年份：2014

编者：徐立华

书号：978-7-04-041571-1

定价：45.00元

页数：156页

德福考前必备——口语 德福考前必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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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出版年份：2009

总主编：张书良

主编：顾士渊 黄崇岭

书号：978-7-04-029262-6

定价：25.00元

页数：98页

出版年份：2009

总主编：张书良

主编：顾士渊 黄崇岭

书号：978-7-04-029263-3

定价：36.00元

页数：183页

大学德语4（第三版）（附MP3光盘） 大学德语4（第三版）教学参考书（附MP3光盘）

德语专业写作教程（下）德语专业写作教程（上）

出版年份：2010

主编：王丽萍

编者：顾牧 Christopher Dege

书号：978-7-04-028523-9

定价：18.00元

页数：85页

出版年份：2011

主编：顾牧

编者：王丽萍 Christopher Dege

书号：978-7-04-031216-4

定价：22.00元

页数：104页

出版年份：2015

编者：张雄 富昭

书号：978-7-04-042637-3

定价：38.00

页数：206

出版年份：2016

编者：富昭 张雄

书号：978-7-04-044660-9

定价：37.00

页数：176

大学通用德语2大学通用德语1

出版年份：2016

主编：张帆

编者：徐立华 陈怡安

书号：978-7-04-046346-0

定价：45.00

页数：178

留学德国用语指南

图书信息/德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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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商务德语教程（基础篇）练习册（附词汇手册）

商务德语教程（提高篇）学生用书（附MP3光盘）商务德语教程（基础篇）教学参考书

出版年份：2010

总主编：范捷平

编者：陆伸

书号：978-7-04-028329-7

定价：64.00元

页数：254页

出版年份：2011

总主编：范捷平

编者：邵勇 杜幸之

书号：978-7-04-030630-9

定价：35.00元

页数：175页

出版年份：2010

总主编：范捷平

编者：朱更生

书号：978-7-04-028328-0

定价：21.00元

页数：138页

出版年份：2011

总主编：范捷平

编者：陆伸 丁俊

书号：978-7-04-030632-3

定价：68.00元

页数：274

出版年份：2010

总主编：范捷平

编者：邵勇 杜幸之

书号：978-7-04-028327-3

定价：25.00元

页数：152页

商务德语教程（基础篇）学生用书（附MP3光盘）

商务德语教程（提高篇）教学参考书

出版年份：2011

总主编：范捷平

编者：朱更生

书号：978-7-04-030631-6

定价：28.00元

页数：161页

商务德语教程（提高篇）练习册（附词汇手册）

图书信息/德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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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图书信息/德语类

大学德语四级考试语法训练

17-01992-001-01德语边学边练——语法.indd   1 15-1-12   上午10:53

出版年份：2015

主编：翟永庚

编者：徐凌飞、李茜

书号：978-7-04-035579-6

定价：35.00元

页数：198

出版年份：2016

编者：尚祥华 陈丽江

书号：978-7-04-046431-3

定价：35.00元

页数：219

新大学德语阅读教程1

大学德语四级考试词汇训练

新大学德语阅读教程2

出版年份：2014

编者：顾江禾

书号：978-7-04-038987-6

定价：30.00元

页数：226页

出版年份：2013

主编：翟永庚

编者：陈伟 蒋丽 郭晗聃 张雄

书号：978-7-04-035580-2

定价：35.00元

页数：205页

德语编辑邮箱: tongyongdeyu_hep@163.co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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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MY

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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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新大学德���教程_印刷文件.pdf   1   2016/11/3   9: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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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类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新大学法语》（第二版）

    权威性的经典教材
    《新大学法语》（第二版）是在原《大学法语》和《新大学法语》的基础上，根据大学法语教学改革的方向、特点及要求做

了修订，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材的编写队伍来自全国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法语组，保证了教

材高度的专业性和实用性。

    第二版共分三册，每册教材还配有教学参考书和教学课件。

    第一册
    《新大学法语1》（第二版）全书11单元分为两部分：语音课程（第1—3单元），基础课程（第4—11单元），另外第6和11单

元之后分别设置了阶段练习一、二。书后的附录包含5个板块（拼写符号、标点符号、基本读音规则表、词类表、课堂常用语）。

    每课分为：课文部分，对话（1—3单元）/短文（4-11单元），语音部分（1-3单元），语法部分，练习部分。

    1. 课文部分包括：对话/短文、词汇、注释。

      课文内容新颖、难度循序渐进，词汇在四级考试大纲之内、复现率高，课文注释清晰明了。

    2. 语音部分包括：读音规则表、语音与字母、语音知识。

       读音规则表例词丰富、一目了然；读音与字母部分有助强化复习读音规则，同时比照类似音素读音；语音知识是对法语基

本语音知识的介绍，有助于全面掌握语音。

    3. 语法部分包括：与本课相关的语法知识点。

       修订版对语法部分做了调整，结构更合理，重点更突出。

    4.   练习部分包括：语法练习、课文练习、听力练习（4-11单元）。

       语法练习紧跟语法讲解，及时巩固所学知识，练习量安排合理，既达到复习检测的目的，又避免

无意义的重复练习；课文练习围绕课文内容又有所拓展，提高本课词汇的复现率，有助学生掌握

词汇；4-11单元中设置的听力练习锻炼学生除了读、写以外的语言能力。

    此外，语音阶段穿插了字母表、动词变位、计数等。全书每课后还有一句谚语，一份扩展阅读资料。

    教参和课件
    教学参考书增加“自学园地”板块，供有余力的学生自主学习，包括补充练习、Le savez-vous？和巴黎旅游小常识三个部分。

补充练习帮助学生巩固课堂知识，Le savez-vous？让学生了解法国的风俗习惯等，而巴黎旅游小常识则简单介绍了法国的主要景

点，学习之余增加一些趣味。

    为方便教师备课，本书第一册（1-11单元）和第二册（1-10单元）全书、第三册部分（1-6单元）配有教学课件，内容均来

自教材截图（可扫描二维码下载）。 

    由于修订并没有改变原四册教材的结构，所以读者可以继续使用第一版的第四册。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4宣传册法语.indd   38 20/4/16   下午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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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类

48731-00法语听力与会话4.indd   1 18-3-26   下午2:14

重点系列教材推介

编写理念：

    教材是在《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

估》的指导下，根据《高等学校法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

纲》和《法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的要求，专门针对提高

学生法语听说能力而编写的。

教材简介：

    教材共分为四册，每册拥有相同的16个主题，依照

初、中、高、较高的梯度，内容难度上逐册递进。教材各

册均分为人际交往、日常生活、教育娱乐、文化社会4个

单元，每个单元由4课组成，共16课。

适用人群：

    法语专业的学生从第三学期开始既可以用全四册

的教材，也可以从中级开始授课，并不影响教学的完

整性。大学公外法语学习者以及法语培训机构可以选用初

级、中级。

教材特色：

    本教材内容安排上尽量选取贴近生活、工作的实际，

锻炼法语听力和口语能力，培养学生的听说技能。练习的

设置上也力求形式丰富、有的放矢，摆脱枯燥无味的重复

性练习。

配套资源：

    前两册配有Mp3录音光盘、后两册的音频内容、配套

资源请于www.ismartlearning.cn（请在“ 学生资源”版块

搜索）下载。

样课欣赏：

法语听力与会话

4宣传册法语.indd   39 20/4/16   下午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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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学法语1（第二版）（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出版年份：2011

总主编：李志清	 		

主编：周林飞

书号：978-7-04-030635-4

定价：44.00元

页数：216页

新大学法语1教学参考书（第二版）

出版年份：2011

总主编：李志清	 		

主编：周林飞

书号：978-7-04-030634-7

定价：25.00元

页数：132页

新大学法语2教学参考书（第二版）新大学法语2（第二版）（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出版年份：2011

总主编：李志清	 		

主编：柳利

书号：978-7-04-031811-1

定价：47.00元

页数：219页	

出版年份：2011

总主编：李志清	 		

主编：柳利

书号：978-7-04-032347-4

定价：30.00元

页数：144页

出版年份：2011

总主编：李志清	 		

主编：李军

书号：978-7-04-031810-4

定价：49.00元

页数：232页

出版年份：2011

总主编：李志清	 		

主编：李军

书号：978-7-04-032346-7

定价：33.00元

页数：165页

新大学法语3（第二版）（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新大学法语3教学参考书（第二版）

图书信息/法语类

新大学法语4 （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新大学法语3、4教学参考书

出版年份：2004

总主编：李志清	 	

主编：李军	 王昕彦

书号：978-7-04-014351-5

定价：19.00元

页数：181页

出版年份：2004

总主编：李志清	 	

主编：王昕彦

书号：978-7-04-014350-8

定价：38.00元

页数：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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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法语四级考试历年真题（1996-2015）

出版年份：2013

主编：鲁长江

书号：978-7-04-035586-4

定价：33.00元

页数：492页	

出版年份：2016

编者：大学法语考试组

书号：978-7-04-044359-2

定价：59.00元

页数：335页

法语语法——法英对比

出版年份：2011

主编：高魏婉		

书号：978-7-04-033461-6

定价：42.00元

页数：298页

出版年份：2011

编者：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法语组							

书号：978-7-04-033462-3

定价：15.00元

页数：110页

出版年份：2013

主编：尹伟

书号：978-7-04-035585-7

定价：55.00元

页数：297页		

大学法语四级考试试题分类详解

图书信息/法语类

出版年份：2012	

编者：	全国大学法语考试设计组	

书号：978-7-04-035278-8

定价：10.00元

页数：26页

新大学法语简明教程

大学法语词汇手册精讲

出版年份：2014	

主编：卢晓帆

书号：978-7-04-038680-6

定价：51.00元

页数：328页

大学法语课程教学要求

大学法语四级考试大纲（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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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听力与会话1

法语听力与会话3

大学通用法语1

大学通用法语3

法语听力与会话2

法语听力与会话4

大学通用法语2

新编法语课本1

出版年份：2014

主编：尹伟

书号：978-7-04-038933-3

定价：35.00元

页数：192页	

出版年份：2018

主编：卢晓帆	

书号：978-7-04-048731-2

定价：39.00元

页数：213页

出版年份：2016

主编：王秀丽	 Lionel Spinosa
书号：978-7-04-043719-5

定价：38.00元	

页数：214页

出版年份：2014

主编：蒯佳

书号：978-7-04-038547-2

定价：35.00元

页数：204页	

出版年份：2104

主编：高举敏

书号：978-7-04-041157-7

定价：36.00元

页数：177页

出版年份：2015

主编：王秀丽

						Julien Portier
书号：978-7-04-041630-5

定价：36.00元

页数：214页

出版年份：2017

主编：王文新

书号：978-7-04-046978-3

定价：54.00元

页数：276页

46978-00新编法语课本1.indd   1 17-3-2   下午3:35

48731-00法语听力与会话4.indd   1 18-3-26   下午2:14

图书信息/法语类

出版年份：2014

主编：王秀丽	

						Agnès Belotel-Grenié
书号：978-7-04-041158-4

定价：32.00元

页数：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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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法国留学教程——听力与会话1

49864－00.indd   1 18-8-3   下午1:02

出版年份：2018

主审：李志清

主编：董海	王东升

书号：978-7-04-049864-6

定价：59.00

页数：194

出版年份：2019

主审：李志清

主编：马一凡	王东升

书号：978-7-04-051347-9

定价：66.00

页数：202

出版年份：2020

主审：李志清

主编：王东升	阎逸群

书号：978-7-04-053710-9

定价：69.00

页数：232

直通法国留学教程——听力与会话2

直通法国留学教程——听力与会话3

直通法国留学教程——阅读与写作1

直通法国留学教程——阅读与写作2

直通法国留学教程——阅读与写作3

53710-00.indd   1 2020/3/19   下午4:26

出版年份：2019

主审：李志清

主编：孙传月	王东升

书号：978-7-04-051080-5

定价：53.00

页数：171

出版年份：2020

主审：李志清

主编：曹淑娟	王东升

书号：978-7-04-053709-3

定价：53.00

页数：156

定价 59.00 元

直通法国留学教程
—听力与会话 2

直
通
法
国
留
学
教
程—

听
力
与
会
话
2

主
编 

孙
传
月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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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类

现代  简洁
实用  全面
    本教材主要以

普通高校学生以及

自学者为主要对象，

重点在于怎样更轻

松地在最短时间内

掌握和应用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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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语  类
日语专业类图书

书  号 书  名 定价(元)

978-7-04-027438-7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1（附MP3光盘、词汇手册） 49.00

978-7-04-027437-0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1教学参考书 45.00

978-7-04-029260-2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1练习册 37.00

978-7-04-030743-6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2（附MP3光盘、词汇手册） 52.00

978-7-04-030742-9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2教学参考书 45.00

978-7-04-030741-2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2练习册 36.00

978-7-04-031809-8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3（附MP3光盘、词汇手册） 55.00

978-7-04-031808-1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3教学参考书 43.00

978-7-04-032372-6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4（附MP3光盘、词汇手册） 59.00

978-7-04-032371-9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4教学参考书 50.00

978-7-04-028085-2 基础日语口语教程1（附MP3光盘） 36.00

978-7-04-030740-5 基础日语口语教程2（附MP3光盘） 38.00

978-7-04-033637-5 基础日语口语教程3（附MP3光盘） 43.00

978-7-04-027439-4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1（附MP3光盘） 35.00

978-7-04-028980-0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1教学参考书 22.00

978-7-04-030739-9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2（附MP3光盘） 37.00

978-7-04-030928-7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2教学参考书 20.00

978-7-04-031978-1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3（附MP3光盘） 35.00

978-7-04-032374-0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3教学参考书  20.00

978-7-04-032348-1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4（附MP3光盘） 32.00

978-7-04-032373-3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4教学参考书 20.00

978-7-04-030744-3 基础日语写作教程1 36.00

978-7-04-033666-5 基础日语写作教程2 35.00

978-7-04-015544-0 日语泛读教程1 23.00

978-7-04-015545-7 日语泛读教程2 23.00

978-7-04-015546-4 日语泛读教程3 24.00

978-7-04-015547-1 日语泛读教程4 24.00

978-7-04-051069-0  新日语泛读教程1 36.00

978-7-04-053347-7  新日语泛读教程2 38.00

978-7-04-053696-6 新日语泛读教程3  38.00

978-7-04-053697-3 新日语泛读教程4 40.00

978-7-04-015548-8 日语泛读教程教学参考书（1-4册合订本） 35.00

978-7-04-035270-2 时事日语导读 34.80

978-7-04-029443-9 国际商务实用日语 30.00

978-7-04-030952-2 国际贸易实务日语 32.00

978-7-04-041290-1 新日本世情 30.00

978-7-04-035274-0 日语语法教程—讲义与练习 55.00

978-7-04-014354-6 标准日语语法（第二版） 45.00

978-7-04-016939-3 简明标准日语语法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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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16938-6 标准日语语法练习册 26.50

978-7-04-035268-9 现代日汉翻译教程（修订版） 35.00

978-7-04-034664-0 实用汉日翻译教程 40.00

978-7-04-032575-1 汉日同传互译技巧与训练 30.00

978-7-04-034665-7 日语初级写作教程 43.00

978-7-04-036455-2 日语中级写作教程 45.00

978-7-04-042068-5 日语高级写作教程·论文篇 45.00

978-7-04-024618-6 日语论文写作——方法与实践 32.00

978-7-04-007674-5 日本语言 15.00

978-7-04-007789-6 日本文化 21.00

978-7-04-007790-2 日本社会 16.00

978-7-04-012147-6 日本历史 16.00

978-7-04-012146-9 日本教育 16.00

978-7-04-016936-2 日本经济（第二版） 21.00

978-7-04-020816-0 叙至19世纪的日本艺术 28.00

978-7-04-024804-3 日本文学（上编、下编） 36.00

日语专著类图书
书  号 书  名 定价(元)

978-7-04-034599-5 语法学 25.00

978-7-04-037639-5 会话分析 30.00

978-7-04-038665-3 文化语言学 28.00

978-7-04-041145-4 汉日对比语言学 35.00

978-7-04-019317-6 日语语言学 58.00

978-7-04-022918-9 日语概论 40.00

978-7-04-031905-7 日语协作学习理论与教学实践 42.00

978-7-04-031871-5 日语语言学与日语教育 52.00

978-7-04-042358-7 日语教学研究方法与应用 55.00

978-7-04-042983-1 教师、课堂、学生与日语教育 52.00

978-7-04-044145-1 跨文化理解与日语教育 55.00

978-7-04-042368-6 日语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 65.00

978-7-04-042975-6 二语习得研究与日语教育 45.00

978-7-04-044657-9 汉日对比研究与日语教学 50.00

公共日语类图书
书  号 书  名 定价(元)

978-7-04-045150-4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1（第二版） 35.00

978-7-04-045578-6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2（第二版） 35.00

978-7-04-027440-0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练习册（附MP3光盘） 36.00

978-7-04-022246-3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提高篇）1 25.50

978-7-04-024143-3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提高篇）2 22.50

978-7-04-027997-9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提高篇）练习册（附MP3光盘） 40.00

978-7-04-031980-4 体验日语1（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48.00

978-7-04-031977-4 体验日语2（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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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28201-6 新大学日语阅读与写作1（修订版） 35.00

978-7-04-028200-9 新大学日语阅读与写作2（修订版） 35.00

978-7-04-030054-3 新大学日语阅读与写作3（修订版） 36.00

978-7-04-030624-8 新大学日语阅读与写作4（修订版） 40.00

978-7-04-029257-2 新大学日语阅读与写作1、2教学参考书（修订版） 48.00

978-7-04-030738-2 新大学日语阅读与写作3、4教学参考书（修订版） 50.00

978-7-04-029258-9 新大学日语听力与会话1（修订版） 28.00

978-7-04-030053-6 新大学日语听力与会话2（修订版） 30.00

978-7-04-030510-4 新大学日语听力与会话1教学参考书（修订版） 25.00

978-7-04-030509-8 新大学日语听力与会话2教学参考书（修订版） 30.00 

978-7-04-019262-9 新大学日语简明教程（附MP3光盘） 42.00

978-7-04-019005-2 新大学日语简明教程教学参考书 28.00

978-7-04-010746-3 日本语初级综合教程（附多媒体课件） 48.00

978-7-04-010788-3 日本语初级综合教程学习辅导书（附MP3光盘） 22.60

978-7-04-014355-3 日本语初级综合教程教学参考书 25.00

978-7-04-019142-4 日本语中级综合教程（附多媒体课件） 32.80

978-7-04-019143-1 日本语中级综合教程学习辅导书（附MP3光盘） 18.50

日语考试类图书
书  号 书  名 定价(元)

978-7-04-035793-6 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四级考试试题与分析 28.00

978-7-04-035792-9 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八级考试试题与分析 30.00

978-7-04-031756-5 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大纲（2011年版）（附MP3光盘） 21.00

978-7-04-025376-4 大学日语课程教学要求 10.50

978-7-04-026350-3 新大学日语四级考试指导与模拟试题集（附MP3光盘） 38.00

978-7-04-048761-9 备考直通车——日语专业四级考试模拟题 38.00

978-7-04-014356-0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日语考试指导及模拟试题集 30.80

高职高专类图书
书  号 书  名 定价(元)

978-7-04-047888-4 实用日语（高职高专版）1（修订版） 48.00

978-7-04-049054-1 实用日语（高职高专版）2（修订版） 48.00

978-7-04-027793-7 实用日语（高职高专版）3（附MP3光盘） 40.00

978-7-04-028495-9 实用日语（高职高专版）4（附MP3光盘） 42.00

978-7-04-026527-9 实用日语（高职高专版）1教学参考书（附电子教案） 36.00

978-7-04-027682-4 实用日语（高职高专版）2教学参考书（附电子教案） 36.00

978-7-04-029259-6 实用日语视听说1（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28.00

978-7-04-035269-6 实用日语视听说2（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28.00

俄  语  类
大学俄语类图书

书  号 书  名 定价(元)

978-7-04-027673-2 大学俄语课程教学要求 19.80

978-7-04-028331-0 大学俄语四级词汇精解 32.00

978-7-04-031012-2 大学俄语四级考试大纲及说明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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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17619-3 大学俄语四级考试分析与指导（附光盘） 27.90

978-7-04-047700-9 全新大学俄语四级考试模拟试题集 45.00元

978-7-04-026708-2 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1（附多媒体课件） 33.00

978-7-04-026709-9 全新大学俄语泛读教程1 15.00

978-7-04-026710-5 全新大学俄语教学参考书1 17.00

978-7-04-027994-8 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2（附多媒体课件） 34.00

978-7-04-027996-2 全新大学俄语泛读教程2 17.00

978-7-04-027995-5 全新大学俄语教学参考书2 19.00

978-7-04-029440-8 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3（附多媒体课件） 31.00

978-7-04-029441-5 全新大学俄语泛读教程3 15.00

978-7-04-029442-2 全新大学俄语教学参考书3 17.00

978-7-04-030628-6 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4（附MP3光盘） 31.00

978-7-04-030627-9 全新大学俄语泛读教程4 19.00

978-7-04-030626-2 全新大学俄语教学参考书4 23.00

978-7-04-024449-6 大学俄语简明教程（第二版）（附光盘）（供60课时用） 27.00

978-7-04-015364-4 新大学俄语简明教程（附光盘）（供120课时用） 39.10

978-7-04-018974-2 新大学俄语科技阅读教程 29.70

978-7-04-019843-0 新大学俄语语法教程 29.10

978-7-04-043242-8 大学通用俄语1（附多媒体课件） 39.80

978-7-04-045600-4 大学通用俄语2（附多媒体课件） 46.00

俄语专业类图书
书  号 书  名 定价(元)

978-7-04-044114-7 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1 39.00 

978-7-04-044483-4 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2 46.00 

978-7-04-046948-6 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3 43.00

978-7-04-049184-5 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4 43.00

978-7-04-017678-0 俄语专业阅读教程1 28.00

978-7-04-018524-9 俄语专业阅读教程2 27.00

978-7-04-019593-4 俄语专业阅读教程3 28.00

978-7-04-019695-5 俄语专业阅读教程4 29.00

978-7-04-041159-1 俄语专题阅读（上册） 25.00

978-7-04-041367-0 俄语专题阅读（下册） 28.00

978-7-04-017249-2 大学俄语听说教程（第二版）（上册）（附MP3光盘） 27.00

978-7-04-019006-9 大学俄语听说教程（第二版）（下册）（附MP3光盘） 29.00

978-7-04-017486-1 大学俄语听说教程教学辅导书（第二版）（上册） 17.50

978-7-04-019007-6 大学俄语听说教程教学辅导书（第二版）（下册） 23.90

978-7-04-026890-4 商务俄语初级教程 29.00

978-7-04-029261-9 俄汉翻译基础教程 35.00

978-7-04-014221-1 现代俄语体学（修订本）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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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语  类
德语专业类图书

书  号 书  名 定价(元)

978-7-04-028329-7 商务德语教程（基础篇）学生用书（附MP3光盘） 64.00

978-7-04-028328-0 商务德语教程（基础篇）教学参考书 21.00

978-7-04-028327-3 商务德语教程（基础篇）练习册（附词汇手册） 25.00

978-7-04-030632-3 商务德语教程（提高篇）学生用书（附MP3光盘） 68.00

978-7-04-030630-9 商务德语教程（提高篇）教学参考书 28.00

978-7-04-030631-6 商务德语教程（提高篇）练习册（附词汇手册） 35.00

978-7-04-028523-9 德语专业写作教程（上） 18.00

978-7-04-031216-4 德语专业写作教程（下） 22.00

大学德语类图书
书  号 书  名 定价(元)

978-7-04-042637-3 大学通用德语1 38.00

978-7-04-044660-9 大学通用德语2 37.00

978-7-04-024617-9 大学德语1（第三版）（附多媒体课件） 36.00

978-7-04-026525-5 大学德语2（第三版）（附多媒体课件） 38.00

978-7-04-027903-0 大学德语3（第三版）（附光盘） 36.00

978-7-04-029263-3 大学德语4（第三版）（附光盘） 32.00

978-7-04-024805-0 大学德语1（第三版）教学参考书（附电子教案） 25.00

978-7-04-026526-2 大学德语2（第三版）教学参考书（附电子教案） 28.00

978-7-04-027902-3 大学德语3（第三版）教学参考书（附光盘） 20.00

978-7-04-029262-6 大学德语4（第三版）教学参考书（附光盘） 25.00

978-7-04-030633-0 大学德语课程教学要求 16.00

978-7-04-038987-6 新大学德语阅读教程1 35.00

978-7-04-046431-3 新大学德语阅读教程2 35.00

978-7-04-035579-6 大学德语四级考试语法训练 35.00

978-7-04-035579-6 大学德语四级考试语法训练 35.00

留学用书
书  号 书  名 定价(元)

978-7-04-049182-1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1（附词汇手册） 80.00

978-7-04-049181-4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1练习册 58.00

978-7-04-053038-4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2 80.00

978-7-04-053037-7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2练习册 48.00

978-7-04-036523-8 德福考前必备——语法 38.00

978-7-04-034592-6 德福考前必备——词汇 35.00

978-7-04-038251-8 德福考前必备——听力 48.00

978-7-04-039301-9 德福考前必备—写作 28.00

978-7-04-039641-6 德福考前必备—口语 42.00

978-7-04-041571-1 德福考前必备—阅读 45.00

978-7-04-046346-0 留学德国用语指南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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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语  类
大学法语类图书

书  号 书  名 定价(元)

978-7-04-030635-4 新大学法语1（第二版）（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44.00

978-7-04-030634-7 新大学法语1教学参考书（第二版） 25.00

978-7-04-031811-1 新大学法语2（第二版）（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47.00

978-7-04-032347-4 新大学法语2教学参考书（第二版） 30.00

978-7-04-031810-4 新大学法语3（第二版）（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49.00

978-7-04-032346-7 新大学法语3教学参考书（第二版） 33.00

978-7-04-012150-6 新大学法语2（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36.00

978-7-04-014155-9 新大学法语3（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38.00

978-7-04-014350-8 新大学法语4（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38.00

978-7-04-012151-3 新大学法语1、2教学参考书 17.00

978-7-04-014351-5 新大学法语3、4教学参考书 19.00

978-7-04-022433-7 大学交际法语——交际与实践（附光盘） 36.00

978-7-04-022831-1 大学交际法语——语法与实践 21.00

978-7-04-007052-9 大学法语听力教程 20.00

M029900040 大学法语听力教程录音带（8盒） 56.00

978-7-04-033462-3 大学法语课程教学要求 15.00

978-7-04-035278-8 大学法语四级考试大纲（新版） 10.00

978-7-04-036336-4 大学法语简明语法 19.00

978-7-04-044359-2 大学法语四级考试历年真题（1996—2015） 59.00

978-7-04-035585-7 大学法语四级考试试题分类详解 55.00

978-7-04-035586-4 大学法语词汇手册精讲 33.00

978-7-04-038680-6 新大学法语简明教程 51.00

978-7-04-041158-4 大学通用法语1 32.00

978-7-04-041630-5 大学通用法语2 36.00

978-7-04-043719-5 大学通用法语3 38.00

法语专业类图书
978-7-04-038547-2 法语听力与会话1 35.00

978-7-04-038933-3 法语听力与会话2 35.00

978-7-04-041157-7 法语听力与会话3 36.00

978-7-04-048731-2 法语听力与会话4 39.00

978-7-04-033461-6 法语语法—法英对比 42.00

978-7-04-046978-3 新编法语课本1 54.00

978-7-04-052590-8 马克龙时代的法国教育观察（2018辑） 75.00

法语留学类图书
978-7-04-049864-6 直通法国留学教程——听力与会话1 59.00

978-7-04-049882-0 直通法国留学教程——阅读与写作1 68.00

978-7-04-051080-5 直通法国留学教程——听力与会话2 53.00

978-7-04-051347-9 直通法国留学教程——阅读与写作2 66.00

978-7-04-053709-3 直通法国留学教程——听力与会话3  53.00

978-7-04-053710-9 直通法国留学教程——阅读与写作3  69.00

韩语图书
书  号 书  名 定价(元)

978-7-04-038987-6 基础韩语1 38.00

978-7-04-039262-3 基础韩语2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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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全国广大日语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日语教师的语言理论水平与教学实践能力，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从2006年开始已连续举办了十二届全国大学日语教师研修班。历

届研修班就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法、教学设计、科研水平、信息化教学管理能力等内容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举办

专题讲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期待着广大一线教师的踊跃报名参加。

一、历届研修会回顾

全国大学日语教师研修班

时间 地点

第一届 2006.7.24-28 北京

第二届 2007.7.22-27 南京

第三届 2008.7.19-24 广州

第四届 2009.7.19-24 杭州

第五届 2010.7.18-23 贵州

第六届 2011.8.15-20 天津

第七届 2012.7.16-20 青岛

第八届 2013.7.21-25 长春

第九届 2014.7.18-22 大连

第十届 2015.7.15-19 厦门

第十一届 2016.7.14-16 北京

第十二届 2018.11.9-11 广州

第十三届 2019.8.16-18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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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修会主题

第一届2006年
由教育部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办，针对中青年大学日语教师所关心的非日语
专业日语教学的热点、难点

第二届2007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就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进行大会发言

第三届2008年
尝试“体验教学，答疑解惑”的研修模式，在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的同
时，首次设立“实践课程”

第四届2009年
以日语教学法为主题，旨在提高广大中青年日语教师理论水平的同时，提供具有可
操作性的实战教学方法

第五届2010年 以日语专业基础阶段实践教学为主题，分小班教学，组织分组讨论及实践操作

第六届2011年 配合世界日语教育大会，提高日语教学水平，增加日语及日本国情知识，信息交流

第七届2012年
以高校日语教师理论研究与日语教育实践的关联为主题，增设“我的日语教育研究”模
块

第八届2013年 文章表现为主题，如何读、如何写、如何教

第九届2014年
此次研修以课程教学要求为主题，围绕“课程教学要求与应用——教学目标与学习
评价”进行研讨

第十届2015年 以“日语教学研究”为主题，围绕“二语习得研究与日语教育”展开研讨

第十一届2016年 以“数字化时代的日语教学实践”为主题交流互动

第十二届2018年 围绕课堂教学设计、课堂活动组织与管理展开研修

第十三届2019年 围绕听力课堂如何教、如何学进行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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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出版社
综合语种产品目录

日语 俄语 德语 法语

欢迎登录高等教育出版社网上书店或扫描二维码选购教材：
官方书城：hepmall.com
天猫旗舰店：gdjycbs.tmall.com
京东旗舰店：www.jd.com 搜索“高等教育出版社”

区　域 省　份 地　址 邮　编 院代姓名 电　话 邮　箱

穆　峥

陈　丽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209号中山蓝色水岸2702 150001 李　鑫 13945013581 yw_lixin@hep.com.cn

吉　林 长春市二道区世纪大街与珠海路交汇处 长春总部基地
E13A 130022 刘仲仪 13610710431 liuzhongyi@aliyun.com

辽　宁 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96-6号启运商务大厦15层 110031 李　斌 18002497345 lionbin@foxmail.com

四　川 成都市西安南路69号西雅图大厦9楼18号 610072
刘奔海 18190729937 13072829937@qq.com

刘　波 18780216327 118139608@qq.com

重　庆 渝北区嘉州路38号（重庆市教育考试院B栋3楼） 401147 谭钦文 13650573458 yw_tanqw@hep.com.cn

贵　州 贵阳市瑞金北路23号富中才智中心大厦9楼E座 550002 朱　昊 18984300007 28487066@qq.com

云　南 昆明市北京路900号颐高数码中心A座8层 650021 吴　翔 18213104772 1006341608@qq.com

陕　西 西安市南二环西段88号老三届世纪星大厦19层 710065
毛　毅 15877326015 13998952@qq.com

刘　丽 18092682258 304532987@qq.com

甘青宁 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418号永利金色花园A座12层 730000 马玉梅 15809319586 mayumei_23@163.com

新　疆 乌鲁木齐市光明路121建设广场A座6E 830002 高言菘 18999104007 cn.com@126.com

毕永军

窦汝昕

山　东 济南市山大路47号济南数码港大厦B座1103 250013
孟　辉 18668900281 mengh519@163.com

张　 18663776507 zhangpeng930@yeah.net

河　南 郑州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大厦C1606 450003 张　琦 15890196005 310421445@qq.com

安　徽 合肥市安庆西路中环汇景大厦2001# 230061

郭丹凤 18214889650 1433842493@qq.com

李一鸣 13956877652 xerk0907@163.com

王　晶 15715516010 270420696@qq.com

上　海 虹口区宝山路848号 上海分社 200081 赵　峻 13795382780 flanklin2001@163.com

浙　江 杭州市拱墅区潮王路225号红石中央大厦1101室 310005
陶婉婉 13868114779 wanwan19830807@sina.com

田凌晨 15167168675 2851217340@qq.com

江　苏 南京市中山北路217号龙吟广场13层1312室 210009
王　芳 17751049451 fangfanglb@163.com

傅 豪 18120102995 497423372@qq.com

江　西 南昌市洪城路长青国贸大厦1702室 330002
江家祥   15070992010 jjxrose@163.com

邓　晶 15007001323 jamedeng@163.com

福　建 福州市台江区五一南路2号茂泰世纪大厦2层07室 350009 林剑芳 15959188165 13042212@qq.com

湖　北 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501号明泽丽湾1栋C座11楼 437000
贺　珊 13871464750 yw_heshan@hep.com.cn

肖丽华 13971168992 catherine850808@163.com

湖　南 长沙市五一大道235号湘域中央2栋31层 410011
李云峰 18673135799 liyf028@126.com

关艺仪 13017384395 409903152@qq.com

李　想

北　京 朝阳区惠新东街4号富盛大厦22层 100029 李　想 13801390301 13801390301@139.com

河　北 石家庄市广安大街91号世纪方舟大厦B座21层2104 050011
白　杰 13483193567 babystar_828@126.com

郭存宝 18712986255 guocunbao8@163.com

天　津 河东区卫国道204号院内高雷图书公司一楼 300384 孙　宁 13821424156 sunning0208@163.com

山　西 太原市双塔寺街124号闻汇大厦421室 030012 刘　媛 15803461506 anglegirl123@163.com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街71号银都大厦B座1015 010010 李松明 18104716197 363233192@qq.com

广　东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767号兴怡物业楼B栋421 510521

黄　见 13538889477 huanggaojian@126.com

陈文新 13416345235 276354609@qq.com

钟明秀 13650408423 105127125@qq.com

广　西 南宁市金洲路25号 太平洋世纪广场A座1003室 530028
成端良 13737949334 48905914@qq.com

黄鹤洁 18377182833 3425609612@qq.com

海　南 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农信楼九楼918室 570102 李朝魁 13707546843 15173592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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