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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
系列教材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1

978-7-04-045150-4　35.00元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2

978-7-04-045578-6 　35.00元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提高篇）1

978-7-04-022246-3　25.50元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提高篇）2

978-7-04-024143-3　25.00元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练习册

978-7-04-027440-0　36.00元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提高篇）练习册

978-7-04-027997-9　40.00元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配套资源：

样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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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件、练习册、测试题等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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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书适用于本科生各专业的公共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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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用本教材的老师可以在（ismartlearning.cn）网站上下载教学

课件；学生可以下载“iSmart外语智学习平台（ismart.hep.com.

cn）”，打开iSmart应用，扫描书后二维码进行增值课程的学习。

（iSmart平台数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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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体验日语》新型多媒体
立体化系列教材 体验日语1

978-7-04-031980-4　48.00元

体验日语2

978-7-04-031977-4　50.00元

体验日语初级教程1

978-7-04-055823-4　35.00元

《体验日语1》和《体验日语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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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配套资源：

样章展示：

（自学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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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大学先修日语》系列教材
大学先修日语1   

978-7-04-055046-7　45元

大学先修日语2   

978-7-04-055825-8　45元

2014年3月，中国教育学会联合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发起并组织

实施了“中国大学先修课程(CAP)试点项目”，旨在探索加强高中与

大学教育的衔接，除了数学、物理、英语等课程外，还拓展到了经济

学等领域。同年9月国务院启动了高考综合改革试点，“选科走班”

成为新高考的必然要求，使得学有余力的中学生有更多机会发展个人

兴趣和特长，这为开设大学先修课程提供了必要条件。

《大学先修日语》系列教材丰富了“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体系，

也适用于我国高中学校开设日语选修课程，其他社会上的日语学习者

亦可选用，可以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

《大学先修日语》系列教材的基本内容和特色如下：

1.《大学先修日语》主教材共4册，配有两本练习册。每册15篇课

文。建议教师分4个学期讲授完成。

2. 为了符合中学生的语言学习和理解能力，本系列教材选取了大学日

语基础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适合零基础学习者快速入门。

3. 本系列教材参照了《普通高中课程标准(日语)》的学习项目，单词

量约为2800个，语法知识点约300项。

4. 本系列教材内容的难度相当于日本语能力测试N3的水平，学完后

可以参加日本语能力考试N3级别的考试。

5. 教材中的故事以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为主要出场人物，展现学习、

生活的方方面面，贴近当下学生的现实生活，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升阅读体验，以便学生自主学习。

6. 本系列教材编入了多彩的日本文化背景知识，每课后面专门配有文

化常识专栏，帮助学生了解日本社会和文化，开阔视野。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样章展示：

（同步练习册）配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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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系列教材

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系列教材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1

978-7-04-027438-7　49元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1教学参考书

978-7-04-027437-0　45元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1练习册

978-7-04-029260-2　37元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2

978-7-04-030743-6　52元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2教学参考书

978-7-04-030742-9　45元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2练习册

978-7-04-030741-2　36元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3

978-7-04-031809-8　55元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3教学参考书

978-7-04-031808-1　43元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4

978-7-04-032372-6　59元

基础日语综合教程4教学参考书

978-7-04-032371-9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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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配套资源：

样章展示：

（教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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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系列教材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1

978-7-04-027439-4　35.00元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1教学参考书

978-7-04-028980-0　22.00元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2

978-7-04-030739-9　37.00元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2教学参考书

978-7-04-030928-7　20.00元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3

978-7-04-031978-1　35.00元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3教学参考书 

978-7-04-032374-0　20.00元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4

978-7-04-032348-1　32.00元

基础日语听力教程4教学参考书

978-7-04-032373-3　20.00元本教材是在充分吸收了第二语言习得关于听解研究成果，总结多

年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听力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教材具备以下特点： 

1. 教材如一部电视剧本，设计了出场人物，可以让学生在教材中找到

自己的投影，学生和出场人物在语言学习上一起成长、进步，使教

材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2. 本教材以话题为主线，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通过每课的实际

场景设计使学生在现实中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做到能听会说。 

3. 经中日双方专家、作者的反复讨论、修改和试用，确保了教材与现

实生活接轨，保证了应用场面、语言行为和语言本身的自然性。 

4. 一个完整的听的活动过程应该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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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每课都是按照这个结构编成

的。 

5. 本教材明确地导入了听解策略，通过体验实例，让学生认识听解策

略，使用听解策略，以培养其能够更有效地去听的能力。 

6. 在“实听”练习中，不是简单地检查听前给出的任务，而是设计成

在听的过程中如何启发、引导、帮助学生听懂，完成听前给出的各

种任务要求。例如，如何预测、如何推测、如何提问等。 

7. 听力课的一个前提是，让学生听“包括有不理解部分的输入”。因

此教材可能显得有些难，但我们根据听解活动有目的地听的真实情

形，设计成只听与目的相关的内容，则化难为易了。即该听懂的地

方必须听懂，与目的无关之处可以忽略不计。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配套资源：

样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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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基础日语口语教程》系列教材
基础日语口语教程1

978-7-04-028085-2　36.00元

基础日语口语教程2

978-7-04-030740-5　38.00元

基础日语口语教程3

978-7-04-033637-5　43.00元

《基础日语口语教程》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项目——大学日语专业通用基础日语系列教材之一。分为3册，采用

了单元式编排方式，每个单元由3课构成。第1册设置5个单元，第

2、3册各设置3个单元。三册共计11个单元，33课。 

这套教程比较适合大学专业日语本科生或大专生在基础阶段使

用。其中第1册每课学习时间约为2-4课时，可以在一年级完成入门

阶段学习之后开始使用。第2、3册每课学习时间约为4-8课时，其中

第2册供二年级上学期使用，第3册供二年级下学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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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册的学习内容包括播音、配

音、演戏等口语训练活动，以及采访、口头发表等社会性、学术性的

口语交流活动。第3册的学习内容有面试、社会实践等实用性口语实

践活动和辩论这一口语训练项目。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配套资源：

样章展示：

（电子版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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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基础日语写作教程》系列教材

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系列教材

基础日语写作教程1

978-7-04-030744-3　36.00元

基础日语写作教程2

978-7-04-033666-5　35.00元

《基础日语写作教程》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系列教材之一，分1、2两册，

建议供二年级学生上半学期和下半学期使用。本套教材是在充分吸收

中国日语教育界关于对“写作”能力培养方面的研究成果，总结了近

30 年来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写作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本套教材具备以下特点：

 1. 在教学理念方面，突破了传统外语教学方式的束缚。本套教材大

力提倡早期系统性写作基本功训练，努力改变以往“写作课”教学

中学生写、教师批改的单调而枯燥的教学模式，改变学生机械背

诵、简单模仿式的外语学习方法，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 

2. 在教学目标方面，力求让学生学会利用教材提供的素材，按照课程

大纲的要求灵活运用语言基础知识，自然、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思

想和感受。特别是，本套教材要求学生在“作文”过程中学会从读

者的视角考虑问题，即提高所谓的 “目标意识”。在熟悉、掌握

写作的整体流程的基础上，强化对文章的条理性、逻辑性、客观性

等方面的要求，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3. 在对教学内容的选定上主要遵循了以下两个原则：① 保持每一单

元文章的整体性；② 激发学生写作兴趣。特别强调文章的实用性

和趣味性，让学生感受到写作的快乐，以实现学习者的自我发现、

自我提高。

4. 在教学方式方面，本教材将课堂教学实践分成“①准备（読も

う）、②写作 （書こう）、③完善（見直そう）”三个环节，设

计了一套完整的写作能力培养流程。这样不仅突出了写作过程的整

体性、系统性，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实施，而且较好地实现了学生

“思考、分析、完成、推敲”等能力的有机结合。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配套资源：

样章展示：

（电子版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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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新日语泛读教程》系列教材
新日语泛读教程1  

978-7040510690　36.00元

新日语泛读教程2

978-7040533477　38.00元

新日语泛读教程3

978-7040536966　38.00元

新日语泛读教程4

978-7040536973　40.00元

阅读是增长知识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阅读能力是日语教学的重

点。日语泛读课程与日语精读课程的教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目

前市面很多泛读教材的练习都流于单词和语法的训练。同时泛读应该

重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通过推测识别生词的含义，在阅读的过程

中把握主要的信息。学生们要通过泛读涉猎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知

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我们在把握市面教材的优缺点、泛读课教学需求以及学生能力培

养的基础上，推出了这一套《新日语泛读教程》。本系列教材共有4

册，可供高等学校日语专业二、三年级四个学期使用。每册由10课构

成，供32～64学时使用。各高校可根据课程设置、学生和师资特

点，在课时和学期分布上适当灵活安排，选择使用本教材的一部分或

者全部内容。

本教材特色如下：

 1. 选文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既有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也有思想

内涵丰富的作品。文章精选自日本的国语教材和名家名篇，或邀请

各领域专家执笔写作，是语言输入的优秀语料。

 2. 贯穿思辨性阅读的理念。明确每个阅读任务的目标，要求学生阐

述、分析、评价、解释。

 3. 练习题紧贴日本语能力考试题型，达到备考目的。

 4. 配有教学课件，拿来即用，减轻老师备课压力。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配套资源：

样章展示：

（教学课件）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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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实用日语》系列教材
（高职高专版） 实用日语1（高职高专版）

978-7-04-047888-4　48.00元

实用日语1（高职高专版）教学参考书

978-7-04-026527-9　36.00元

实用日语2（高职高专版）

978-7-04-049054-1　48.00元

实用日语2（高职高专版）教学参考书

978-7-04-027682-4　36.00元

实用日语3（高职高专版）

978-7-04-027793-7　40.00元

实用日语4（高职高专版）

978-7-04-028495-9　42.00元

实用日语3、4（高职高专版）教学参考书

978-7-04-029444-6　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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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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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配套资源：

样章展示：

（教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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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日语语法类教材

书号：978-7-04-014354-6

定价：45.00元

主编：顾明耀

标准日语语法（第二版）

本书的编者、审者均为多年从事日语教学与研究的国内知名学者和语法

研究专家。主编顾明耀教授为原教育部大学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国家

教育委员会首届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主持、参

与了多部语法、会话、词典的编撰工作。

本书针对中国人学习日语的特点，强调实用应用。精心设计了众多语法

项目，编制了独具特色的附录索引，供学习者查询参考。在原版的基础上，

调整了部分章节结构，使内容更趋合理，详略得当，条理清晰。

本书采取主次结合的版式设计，主次分明。主体部分系统讲述日语语

法，简明扼要；补充说明部分与主体部分呼应，旁征博引，提供了丰富的参

考材料。本书既可供学生课上使用，也可供课外参考，同时也可供广大日语

教师学习最新的日语语法知识。是学习者必备的日语学习参考书。

书号：978-7-04-016938-6

定价：26.50元

主编：顾明耀

标准日语语法练习册

这是一本与《标准日语语法》配套的语法习题集，可供大专院校以及有

一定日语基础的自学者使用。本书遵照《标准日语语法》的语法体系编写。

全书共分十章，各章节均与《标准日语语法》保持一致。考虑到各种目的的

学习者的需要，本书既有基本概念的练习，帮助学习者系统理解和巩固语法

概念；也有提高练习，帮助学习者区分日语语法中容易混淆的地方。除了各

节中语法内容的针对性练习外，每章还设有综合问题，旨在提高学习者的综

合运用能力。同时，本书综合了各种题型，如选择题、填空题、改错题、论

述题、阅读理解等。所选例句以及文章也大都出自原文，可读性、趣味性、

时事性较强。适合学生配合主教材进行练习使用。

书号：978-7-04-035274-0

定价：55.00元

主编：徐卫

日语语法教程——讲义与练习

本教程是为高等院校日语专业的师生和广大日语学习者提供的一本系统

全面、重点突出、讲解到位、练习丰富、实用性强的日语语法教材。本教程

以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教学大纲为依据，紧扣课堂教学之需，在充分的教学实

践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本教程共七个单元30讲，每讲后面附有练习，

每个单元后面有综合练习。尤其适用于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开设于二、三年级

的日语语法课程，也适用于各个层次、各类型日语教学中基础阶段完成后的

语法巩固和训练，并可作为广大日语学习者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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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日语写作类教材

书号：978-7-04-036455-2

定价：45.00元

主编：于日平

书号：978-7-04-042068-5

定价：45.00元

主编：于日平

书号：978-7-04-034665-7

定价：43.00元

主编：于日平

日语初级写作教程
日语中级写作教程
日语高级写作教程

《日语初级写作教程》和《日语中级写作教程》，以日常生活和工作的

一般性文章写作为中心，复习了基础阶段学过的各种常用语言表达方式，同

时，在文章实践部分，通过对某种特定语境下的文章形式的练习，让学生从

【语言运用+文章结构】的两个方面，提高了与日常生活和工作密切关联的文

章写作能力。《日语高级写作教程》以写作学术性文章为主要学习内容，以

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知识活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的综合能力为教学理

念，以写出合格的学术性文章为具体的教学目标。

日语论文写作——方法与实践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日语研究和论文写作的结晶之作。全书从分析主客

观的研究条件入手，启发读者去发现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细致讲解了许

多实用的资料收集法和分析法。最后还通过对诸多实例的深入剖析，向我们

展示了并不神秘的论文写作全过程。书中不仅介绍了与论文写作有关的标准

与规范，还提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课题。

本书资料丰富，讲解通俗易懂。不仅适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论文写作

课，更是广大日语教师、日语研究者必备的一本理想参考书。如何充满自信

地写好日语论文？本书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书号：978-7-04-024618-6

定价：32.00元

主编：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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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日语语言学类教材

书号：978-7-04-019317-6
定价：58.00元
主编：翟东娜

日语语言学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适用于大学本科日语专

业三、四年级日语概论、语言学概论、语言与文化等课程，日语专业研究生

一、二年级日语学概论、日语学通论、语言学基础理论、语言学专题研究以

及社会自学者的自修课程。

本教材有上下两篇构成，采用了章节式的编排方式。上篇为日语概论

篇，共8章：日语语音、日语语义、日语词汇、日语语法、日语语篇、日语语

体、日语文字标记、日语简史。下篇为日语研究篇，共11章：日语词汇研

究、日语语法研究、日语语法结构与语义研究、日语语用学研究、对比语言

学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历史语言学语方言地理学、转换生成语法研究、

认知语言学研究、心理语言学研究、计算语言学研究。

书号：978-7-04-034599-5
定价：25.00元
主编：于康

书号：978-7-04-037639-5
定价：30.00元
主编：赵刚

书号：978-7-04-041145-4
定价：35.00元
主编：张岩红

书号：978-7-04-046476-4
定价：27.00元
主编：赵蔚青

书号：978-7-04-038665-3
定价：28.00元
主编：王健宜

现代日语语言学丛书

本套丛书的特色在于，面向中国读者和学习者，注重吸收前沿成果，融

理论与语言事实于一身；不仅概述各学科的对象、方法和任务，还详细介绍

各种学派观点，并以中国学者的视角对其进行客观评述，以形成该领域相对

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知识结构；同时力争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研究方

法，培养问题意识，为进一步学习研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本套丛书适合

日语语言专业研究生、教师及社会自学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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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类

日语教育类教材

书号：978-7-04-031905-7
定价：42.00元
主编：池田玲子    馆冈洋子

书号：978-7-04-031871-5
定价：52.00元
主编：曹大峰

书号：978-7-04-044145-1
定价：55.00元
主编：赵华敏

书号：978-7-04-042368-6
定价：65.00元
主编：馆冈洋子    于康

书号：978-7-04-042975-6
定价：45.00元
主编：横山纪子

书号：978-7-04-044657-9
定价：50.00元
主编：张麟声

书号：978-7-04-042358-7
定价：55.00元
主编：林洪

书号：978-7-04-042983-1
定价：52.00元
主编：冷丽敏

日语教育基础理论与实践系列丛书

本套丛书是国内首次策划出版的一套“日语教育基础理论与实践系列丛

书”，其特点为邀请中日两国专家合作编写，反映中、日两国在同领域的学

术前沿信息和最新研究成果；用日汉双语撰写以充分表述观点，立足中国本

土，放眼全球；丛书各册均从日语教育的角度来讨论相关话题，与以往的纯

学术性的研究专著不同，更加注重基础理论与教学实践及科研能力的结合；

提供一定数量的课例及教案分析，以帮助读者通过实例理解体会新的教育观

和语言观，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加以对比和反思，从而更好地组织教学、展

开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读者建立一个全景式地了解日语教育学

相关理论与实践成果并由此向教师专业化发展迈进的基础平台，以帮助日语

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成为良好的思考者、实践者和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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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大学通用俄语》1-2 大学通用俄语1

978-7-04-043242-8　39.80元

大学通用俄语2

978-7-04-045600-4　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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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配套资源：

样章展示：

同名在线课程于2019年在爱课程平台上线

俄语公外、二外重点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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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全新大学俄语》1-4 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1

978-7-04-026708-2　33.00元

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2

978-7-04-027994-8　34.00元

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3

978-7-04-029440-8　31.00元

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4

978-7-04-030628-6　31.00元

全新大学俄语泛读教程1

978-7-04-026709-9　15.00元

全新大学俄语泛读教程2

978-7-04-027996-2　17.00元

全新大学俄语泛读教程3

978-7-04-029441-5　17.00元

全新大学俄语泛读教程4

978-7-04-030627-9　19.00元

全新大学俄语教学参考书1

978-7-04-026710-5　17.00元

全新大学俄语教学参考书2

978-7-04-027995-5　19.00元

全新大学俄语教学参考书3

978-7-04-029442-2　19.00元

全新大学俄语教学参考书4

978-7-04-030626-2　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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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配套资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俄语公外、二外重点套系



17

俄语类

《俄语专业视听说》系列教材 俄语专业视听说（基础教程）

978-7-04-027438-7　48.00元

本套俄语专业核心课程视听说教材，共4册。第1、2册供俄语专

业大学二年级使用，第3、4册供三年级使用，也可供具有相应俄语

水平的各类人员自学使用。教材最大的特点在于语言教学与文化浸润

并重，在训练视听说能力的同时，注重扩展和深化学生的语言、文学

和国情文化知识。因此，在素材的选取上，既有反映俄罗斯人物、事

件及风土人情的影音材料，同时也有涵盖中国文化知识的视听语料，

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奠定坚实基础。本册教材的编写参

考了俄语专业四级考试内容与水平，每册设置了中俄文化对比话题8

个，围绕每一个话题提供4段音频材料，材料内容新颖、短小精悍、

生词量适中，有助于学生巩固和拓展实践课所学的基本内容，并将有

助于全面提升学生的专业四级应考能力。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样章展示：

俄语专业核心课程——听说

书号：978-7-04-017249-2

定价：27.00元
书号：978-7-04-019006-9

定价：29.30元

大学俄语听说教程（第二版）上册
    《大学俄语听说教程（第二版）》共四

册，包括教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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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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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 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1

978-7-04-044114-7　39.00元

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2

978-7-04-044483-4　46.00元

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3

978-7-04-046948-6　43.00元

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4

978-7-04-049184-5　4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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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样章展示：

俄语专业核心课程——阅读



19

俄语类

俄语专业核心课程——阅读

书号：978-7-04-017678-0

定价：28.00元

俄语专业阅读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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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号：978-7-04-018524-9

定价：27.00元

书号：978-7-04-019593-4

定价：28.00元

书号：978-7-04-019695-5

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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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俄语经贸口笔译教程》 俄语经贸口译

978-7-04-053748-2　45.00元

俄语经贸笔译

978-7-04-053969-1　45.00元

《俄语经贸笔译/口译》是在遵循俄语经贸系列教材共同的编写

理念、编写原则、编写目标、历经作者们多年的口、笔译实践而编成

的一套翻译教材。本系列教材是以高校俄语专业本科生高年级学生或

研究生为主要培养对象，可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俄汉—汉俄口/笔译

实训的主干教材，也可用作社会各种高级俄语口/笔译实训培训班学

员、口/笔译人员参考使用。分为《俄语经贸笔译》和《俄语经贸口

译》两册，同时搭配教师用书和数字配套资源。每本教材涉及经济、

贸易、管理、金融、商务等方面的9个主题：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

务、跨国公司、国际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亚太经合组织、20国

集团、经济全球化、中俄经贸合作等。每个话题都设置了2篇供俄汉

口译实训使用，2篇供笔译实训用。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样章展示：

俄语专业核心课程——翻译

俄汉翻译基础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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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号：978-7-04-029261-9

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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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类

《俄罗斯文化之旅》系列教材 俄罗斯文化之旅——地理100问

978-7-04-047701-6　49.00元

俄罗斯文化之旅——体育100问

978-7-04-049181-4　58.00元

俄罗斯文化之旅——历史100问

978-7-04-053551-8　38.00元

俄罗斯文化之旅——文学100问

978-7-04-053550-1　37.00元

俄罗斯文化之旅——影视艺术100问

978-7-04-052579-3　45.00元

为了帮助同学们开阔视野，了解并掌握俄罗斯国情文化知识，俄

语界诸多拥有共同志向的同仁联手对外俄语教学经验丰富的俄罗斯专

家，为俄语专业的同学们倾心奉献了这套国情文化教材——《俄罗斯

文化之旅》。本套丛书共5 册，分别为：《俄罗斯文化之旅·文学

100 问》《俄罗斯文化之旅·历史100 问》《俄罗斯文化之旅·地理

100 问》《俄罗斯文化之旅·体育100 问》《俄罗斯文化之旅·影视

艺术100 问》。每册包括100 篇俄语文章及参考译文，每一篇都经过

国内外老师精心挑选，内容涵盖了俄罗斯文化的各个层面。丛书既可

以作为本科生国情文化课的教材，又可以为专四、专八、俄语大赛备

考使用。为了初学俄语的同学们更好地学习，本套教材每篇文章都标

注了重音。此外每篇文章后编排了5 道测试题，供同学们自我检测、

巩固所学内容。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样章展示：

俄语专业核心课程——国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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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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俄语四六级考试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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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德语教程》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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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德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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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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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册已出版！

 1. 作者均为德国毕业硕士，强化课程教学经验丰富

2. 话题紧扣德福考试

3. 备考、生活两方面知识同步传授

4. 精美四色印刷，所有配套资料免费下载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
系列教材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样章展示：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1

（附词汇手册）

书号：978-7-04-049182-1　80.00元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1练习册

书号：978-7-04-049181-4　58.00元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2

（附词汇手册）

书号：978-7-04-053038-4　80.00元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2练习册

书号：978-7-04-053037-7　48.00元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B1

（附词汇手册）

书号：978-7-04-055821-0　80.00元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B1练习册

书号：978-7-04-055820-3　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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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德福考前必备》系列备考用书
德福考前必备——词汇

978-7-04-034592-6　35.00元

德福考前必备——语法

978-7-04-036523-8　38.00元

德福考前必备——听力

978-7-04-038251-8　48.00元

德福考前必备——写作

978-7-04-039301-9　28.00元

德福考前必备——口语

978-7-04-039641-6　42.00元

德福考前必备——阅读

978-7-04-041571-1　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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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备考德福的得力工

具。

本系列配套音频资源，可在各

册书后扫描二维码下载。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配套资源：

样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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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大学德语》（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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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大学德语1（第三版）

（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978-7-04-024617-9　36.00元

大学德语1（第三版）教学参考书

（附电子教案）

978-7-04-024805-0　25.00元

大学德语2（第三版）

（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978-7-04-026525-5　38.00元

大学德语2（第三版）教学参考书

（附电子教案）

978-7-04-026526-2　28.00元

大学德语3（第三版）

978-7-04-027903-0　36.00元

大学德语3（第三版）教学参考书

78-7-04-027902-3　20.00元

大学德语4（第三版）

978-7-04-029263-3　36.00元

大学德语4（第三版）教学参考书

978-7-04-029262-6　25.00元

样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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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通用德语
大学通用德语1

978-7-04-042637-3　38.00元

大学通用德语2

978-7-04-044660-9　3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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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中国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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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趣味性强：全新编写课文，选择鲜活现代语料，课文生动有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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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本教材第一册的某课已在“爱课程”平台
上线，敬请关注慕课《大学德语1》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配套资源：

样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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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德语专业写作教程
德语专业写作教程（上）

978-7-04-028523-9　18.00元

德语专业写作教程（下）

978-7-04-031216-4　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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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样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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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商务德语教程
商务德语教程（基础篇）学生用书

（附MP3光盘）

978-7-04-028329-7　64.00元

商务德语教程（提高篇）学生用书

（附MP3光盘）

978-7-04-030632-3　68.00元

商务德语教程（基础篇）练习册

（附词汇手册）

978-7-04-028327-3　25.00元

商务德语教程（提高篇）练习册

（附词汇手册）

978-7-04-030630-9　35.00元

商务德语教程（基础篇）教学参考书

978-7-04-028328-0　21.00元

商务德语教程（提高篇）教学参考书

978-7-04-030631-6　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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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样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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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类

《新大学德语阅读教程》根据教育部高等学

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组《大学德语课

程教学要求》编写而成，分为两册。

该教程旨在初步教授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初级阅读能力。在此基础上又

扩大了文章数量，注重体裁的丰富性，文章包括

民间传说、寓言、短篇小说、名人轶事、请柬、

简历、事故报道等；同时也注意了主题的多样

性，如德国的足球训练、大学生集体宿舍、居家

上班、中德交流、污水处理、教学改革、运动与

养生、名人生平等。第二册虽然增加了课文的长

度，但全册的生词量比第一册减少了一半，以减轻学生阅读理解的难度，并

更好地适应大学德语高年级学生以及自学者的学习需求。

本教程可作为大学德语阅读教材，亦可作为各类德语初学者的自学辅导

教材。

大学德语四级考试词汇训练

本书注重德语基本词形变化的练习和词汇实际运用能力的提升，并突出

句子和语篇层面的有效的训练，希望以此巩固所学的德语基础语言知识，增

强语感。

本书有别于其他按字母顺序等进行编写的词汇书籍。作者根据《大学德

语课程教学要求》的词汇表和德语学习中通行的主题划分方式，将词汇按照

其含义所属的范围精心划分为不同主题，力图涵盖人际交往、日常生活、教

育文化、公共服务、旅游交通、科学技术、经济和自然等各方面的内容。内

容按章编排，以常见的德语练习和考试题型来训练词汇的掌握。每章最后列

出本章重点单词，是本书特有的做法，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有目的地查阅并

有针对性地练习所学词汇。

大学德语四级考试语法训练

本书编者根据大学德语教学和考试的要求以及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经验，

针对德语语法中的词形变化、句子的结构、用法及其特点，以及实际应用中

出现的语言现象和难点，系统地编写了形式多样的有针对性的练习，力求帮

助广大德语初、中级学习者扎实掌握德语基本语法，顺利通过大学德语四级

考试。

本书采用边讲边练的形式，语法点的选择和编排与德语课堂学习同步，

从简单到复杂逐步讲解各种语法现象，充分考虑了德语学习由易到难的有机

过程，完全不同于传统语法书那种先词法、后句法的安排。

每一章节中，先对德语语法形式和应用的规律及变化规则进行说明，紧

接着练习巩固。本书的语法说明尽量采用简洁的表格形式，力求简明、清

晰、层次分明和一目了然。内容以《大学德语课程教学要求》语法表中的四

级语法为范围，以学习基础语法为主要目的。

其他技能类

新大学德语阅读教程

书号：978-7-04-038987-6

定价：30.00元

书号：978-7-04-046431-3

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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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类

《新大学法语（第三版）》系列教材
新大学法语1（第三版） 

978-7-04-054878-5    58元

新大学法语1（第三版）教学参考书    

978-7-04-055358-1  45元

新大学法语2（第三版）   

978-7-04-055764-0    52元

新大学法语2（第三版）教学参考书     

即将出版

新大学法语3（第三版）               

即将出版

新大学法语3（第三版）教学参考书     

即将出版

本教材适用于公共法语、二外法语、辅修法语的课堂教学，是大

学法语四级考试、二外法语考研、出国考试培训各领域必备教材。

1. 三度入选国家级规划教材，享二十五载赞誉

 2004年，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05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08年，国家级精品课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2014年，“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2. 高校名师作者团队

 本套教材主编为大学法语界权威教师，现任或曾任大学法语四级考

试命题组成员。

 总主编：中国海洋大学李志清

 分册主编：北京大学周林飞、北京外国语大学柳利、首都师范大学

李军。

 网络课程主编：教育部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法语组委员刘洪

东，编者来自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

3.配套资源丰富

 爱课程（中国大学MOOC）同名慕课上线（2020年9月9日正式开

课），助力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配套资源：

样章展示：



34

法语类

《新大学法语（第二版）》系列教材
新大学法语1（第二版）
（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978-7-04-030635-4　4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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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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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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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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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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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学法语4     
978-7-04-014350-8　38.00元

新大学法语3·4教学参考书   
978-7-04-014351-5　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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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被评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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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编写队伍来自高等

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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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学生用书共分三册。每册教材还配有教学参考书和教学课

件。

第一册学生用书全书11单元分为两部分：语音课程（1—3单

元），基础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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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单元为对话，4—11单元为短文及会

话），语音部分（1—3单元），语法部分，练习部分（语法练习、课

文练习、听力练习等），谚语及扩展阅读资料（4—11单元）。其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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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参考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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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巩

固课堂知识让学生了解法国的风俗习惯和法国的主要景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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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配套资源：

样章展示：

www.icours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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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类

《法语听力与会话》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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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mart.hep.com.cn（请在“ 学生资源”版块搜索）下载。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样章展示：

法语听力与会话1  

978-7-04-038547-2　 35..00元

法语听力与会话2  

978-7-04-038933-3　 35.00元

法语听力与会话3  

978-7-04-041157-7　 36.00元

法语听力与会话4  

978-7-04-048731-2　 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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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类

《直通法国留学教程》系列教材

目前，“一带一路”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中法两国正在致力于构

建多形式、多渠道和多国参与的合作平台，法国以及其他法语国家和

地区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前往学习与工作。本套教材根据《欧

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所制定标准的前 4 级（ A1 入门级、 A2 初级、 

B1 中级、 B2中高级）编写而成。主要供准备赴法语国家深造而必须

参加 TCF、 TEF、 DELF 和 DALF 等语言水平测试的中国学生学习使

用。

本系列教材分为A1（入门级）、A2（初级）、B1（中级）、B2

（中高级）四个级别。每一级别分别设置《听力与会话》和《阅读与

写作》两册。每级别分四个单元，各单元以不同的主题为主线下设四

课，均为贴近法国生活与工作的话题。

图书简介：

图书信息：

样章展示：

直通法国留学教程——听力与会话1  
978-7-04-049864-6　 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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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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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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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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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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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法语四级考试用书

书号：978-7-04-044359-2

定价：59.00元

大学法语四级考试历年真题（1996—2015）

本书收录了1996—2015年大学法语四级考试的全部真题。收录的真题全

部由大学法语四级考试命题者亲自编写，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是国内大学

法语四级考试重要的备考用书。

每年试题的组成为真题、答案、听力录音材料。试题题型分为听力理

解、阅读理解、语法结构与词汇、辨认与改正错误和书面表达五类。

结合新形势下数字课程要求，将上线iSmart版本试题，实现随时随地做

真题的效果。

书号：978-7-04-035585-7

定价：55.00元

大学法语四级考试试题分类详解

本书按照大学法语四级考试真题题型种类进行重新排序，方便读者按照

语法项目和考试题型复习，并新增加了重新编写的一些语法练习，难度梯度

逐步增加。

主要涉及题型有语法、词汇、听力、听写、词汇、阅读理解、句法和写

作。通过对一种题型的解析，帮助学生掌握知识点。

本书既可以当作语法习题来练习，又是备考大学法语四级考试的最佳习

题。

书号：978-7-04-035278-8

定价：10.00元

大学法语四级考试大纲（新版）

新版的《大学法语四级考试大纲》是按照2011年出版的《大学法语课程

教学要求》，在2004年出版的《大学法语四级考试大纲》基础上修订的教学

文件，内容主要是考试大纲、考试样题、样题答案、听力部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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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类

其他技能类

书号：978-7-04-033462-6

定价：15.00元

大学法语课程教学要求

《大学法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课程要求》）是全国各高等学

校根据本校的实际，组织、安排大学法语教学、编写大学法语教材以及进行

教学质量检查的重要依据。

《课程要求》的制订是在修订《大学法语教学大纲》（第二版）（以下

简称《大纲》）的基础上进行的。《大纲》自2002年颁布实施以来，对全国

各高等学校非法语专业的大学法语教学起到了非常重要指导作用。全国各地

以《大纲》为依据，编写和出版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大学法语教材和教学辅助

材料，大学法语规模不断扩大，各高校报考全国大学法语四级考试的考生逐

年增加，教学质量也有了跨越式的提高。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法语组根据新时期外语教学的发展趋势，在对全国大学法语课程现状进行全

面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大纲》的执行经验，制订了本《课程要求》。

书号：978-7-04-035586-4

定价：33.00元

大学法语词汇手册精讲

本词汇手册为《大学法语课程教学要求》中要求掌握的词汇，内容为词

汇释义、例句解析、同类词比较、同根词比较等。本手册是掌握大学法语四

级词汇的必备手册。同时也是准备大学法语四级考试的参考书之一。

书号：978-7-04-046978-3

定价：54.00元

新编法语课本1

本教材供高等学校法语专业第一学年第一学期使用，也适合非法语专业

学生和社会人士使用。本教材更强调词汇的作用和系统化学习，适当吸收随

着社会和科技发展出现的新词新语；汲取了语言学和外语教学法新的研究成

果，注重回归语言的本质，更强调听说在先，以培养能力为主，依据现实生

活编写鲜活的内容，但同时也合理采纳经典素材，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

在文化知识方面，把了解法国和法语文化与表达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起来，以

利于培养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双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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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978-7-04-041158-4

定价：32.00元

《大学通用法语》系列教材

本教材共3册，是为二外法语教学量身定做的新型教材，以任务型教学为

主，内容新颖，形式轻快，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不断增强对法语的兴趣。同

时适合对法语感兴趣的社会学习者。教材由中国教师和法国教师合作编写，

保证内容原汁原味，同时也符合中国学生的学习习惯。书中图片均系法籍外

教在法国亲自拍摄，力求最大限度符合内容，并给学生以直观的视觉感受。

书号：978-7-04-055790-9

定价：42.00元

新时代简明法语（入门）

《新时代简明法语》包括入门及初阶两册，可满足法语初学者 64 学时（ 

32 学时/册）的学习需求。

本教材是为适应新时代对于新型外语教学的要求（主动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有利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有利于培养“一精多会”“一专

多能”的高素质国际化复合型人才）、适应公共外语教学学时不断缩减的现

状而编写的教材。

教材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突显“简明”特色。第二，充分体现“英法

对比”。第三，采用“纸质版教材+数字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配套数字课程（重要知识点讲解、补充练习等）将在高等教育出版社 iSmart 

外语智能学习平台（ ismart.hep.com.cn）发布。

书号：978-7-04-041630-5

定价：36.00元

书号：978-7-04-043719-5

定价：38.00元

其他技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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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语种
数字课程

日语课程 ...........................................................41

俄语课程 ...........................................................42

德语课程 ...........................................................43

法语课程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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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课程

本课程与《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1）》《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2）》全程同步。每册各有

15课，共计需要64学时能够完成学习。课程每个单元围绕一个主题，通过具体场景和人物设置，使学习者了解

并熟悉日语词汇和语法的使用环境，能够实际应用到学习的语言。课程教学的主题包括学校生活、季节天气、

购物、餐厅、研究室等。和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有利于活学活用。

课程介绍：

iSmart平台课程推荐 |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1）》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2）》

课程界面：

课程目录：

扫码下载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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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课程

本课程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优秀

公共俄语立体化教材《大学通用俄语》的配套精

品数字课程，供高等院校以俄语为第二外语的本

科生和研究生使用，也可以作为广大俄语初学者

的入门课程。《大学通用俄语1》共分为15课，包

括语音阶段和基础阶段：语音阶段（1-4课）集中

教授字母和音组的发音；基础阶段（5-15课）以

语法和词汇讲解作为重点。课程还辅以文化介

绍，包括言语礼节和国情文化知识，力求知识

性、实用性、趣味性相结合，循序渐进地培养学

习者对语言文化研究的热情。学习完本课程可达

到俄语能力考试初级水平。

课程介绍：

课程界面：

iSmart平台课程推荐 | 《大学通用俄语1》

扫码下载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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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课程

慕课《大学德语》

本课程使用教材《大学通用德语》第一册。目前开

课的《大学德语1》是这套教材的第一册1-4单元共15

课，后续开课的《大学德语2》是第一册5-9单元共15

课。 完成2个学期共计10个单元30课的在线课程学习，

可使学习者在学习完本课程后能够掌握德语语音、基础

语法及基础词汇，能够进行简单的日常对话，书写简单

的信函邮件及短文，借助词典工具书可以阅读一般资

料，为进一步深入学习、提高德语水平打下语言基础。
授课目标：

通过“大学德语1”和“大学德语2”的学

习：

1. 掌握德语字母、语音、读音规则。

2. 掌握约700个德语基本词汇及德语基础语法。

3. 能够使用德语进行日常对话，书写简单的信

函邮件及短文。

4. 借助词典工具书可以阅读一般资料。

5. 为进一步学习提高德语水平打下语言基础。

课程二维码

iSmart课程 | 德语入门

本课程是由首都师范大学黄河清老师主讲的精品在线课程，共13课，包

含课程简介、语音、基础语法、必备词汇、基本会话和句型等内容。本课程

还配备讲义，可免费下载。每课由讲课视频和课后练习组成。学生可在线观

看视频学习语言点，并通过完成课后习题及时巩固所学知识。所有学习皆可

得到实时反馈、有“据”可循，让语言学习更加便捷、高效。

课程适用对象：本课程面向零起点德语学习者，特别适合小学期教学；

也可作为复习课程，让学生回顾、重温语法知识；社会上的德语爱好者也可

以通过此课程的学习初步了解德语的特点。

iSmart平台课程推荐 | 德语课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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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课程

本课程针对已具备少量入门级法语语法知识

（国内教学16学时/欧标A1级）的学生，课程教学

内 容 涵 盖 法 语 初 、 中 级 语 法 知 识 ( 国 内 教 学

16～256学时/欧标A2、B1、B2级)，主要讲解法语

专业四级考试、大学法语四级考试、二外法语考

研的重点考察内容(也基本涵盖法语专业八级考

试、高考法语中重要语法点)。

本课程包括三章36小节（49个视频讲解及约

122组配套练习），涉及以下几类：1.法语中各类

代词的使用 2. 法语中的语式与时态 3.各类句式结

构。

课程介绍：

扫码下载APP课程界面：

课程目录：

iSmart平台课程推荐 | 法语语法一点通——中级法语语法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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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课程

iSmart背单词小程序

“iSmart背单词”小程序,为您提供移动的单词

书，海量词表，涵盖日、俄、德、法教材，高效记

忆，为多语种学习扫清障碍。

课程介绍：课程界面：

课程目录：

微信搜索“iSmart
背单词”打开小程
序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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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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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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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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7-04-046476-4 社会语言学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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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7-04-055046-7 大学先修日语1 45.00
978-7-04-055825-8 大学先修日语2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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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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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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7-04-055823-4 体验日语初级教程1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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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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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全品种书
书  号 书  名 定价(元)

978-7-04-027673-2 大学俄语课程教学要求 18.00
978-7-04-033265-0 大学俄语四、六级考试大纲及说明（2012年版）（附MP3） 15.00
978-7-04-017619-X 大学俄语四级考试分析与指导（附光盘） 28.00
978-7-04-028331-0 大学俄语四级词汇精解 32.00
978-7-04-77009 全新大学俄语四级模拟测试题集 45.00
978-7-04-043242-8 大学通用俄语1 39.00
978-7-04-045600-4 大学通用俄语2 46.00
978-7-04-015364-4 新大学俄语简明教程（二外、零起点、成人）（供120课时用） 25.00
978-7-04-028624-3 新大学俄语简明教程教学辅导书 17.00
978-7-04-024449-6 大学俄语简明教程（第二版）（附MP3）（供60课时用） 35.00
978-7-04-026708-2 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1(附课件)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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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978-7-04-027994-8 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2(附课件) 28.00
978-7-04-027996-2 全新大学俄语泛读教程2 15.00
978-7-04-027995-5 全新大学俄语教学参考书2 20.00
978-7-04-029440-8 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3(附多媒体学习课件)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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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7-04-017249-2 大学俄语听说教程（第二版）（上册）（附光盘） 23.00
978-7-04-017486-1 大学俄语听说教程教学辅导书（第二版）（上册） 18.00
978-7-04-019006-9 大学俄语听说教程（第二版）（下册）（附MP3） 25.00
978-7-04-019007-6 大学俄语听说教程教学辅导书（第二版）（下册） 18.00
978-7-04-032966-7 新编外贸俄语会话（附MP3光盘） 30.00
978-7-04-032965-0 俄汉经贸翻译教程 30.00
978-7-04-018974-7 新大学俄语科技阅读教程 30.00
978-7-04-019843-6 新大学俄语语法教程　 29.00
978-7-04-017678-5 俄语专业阅读教程1 25.00
978-7-04-018524-5 俄语专业阅读教程2 25.00
978-7-04-019593-3 俄语专业阅读教程3 25.00
978-7-04-019695-6 俄语专业阅读教程4 25.00
978-7-04-026890-2 商务俄语初级教程 25.00
978-7-04-029261-9 俄汉翻译基础教程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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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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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52580-9 循序渐进爱上俄语阅读5 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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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7-04-042910-7 魅力俄罗斯——语言篇 28.00
978-7-04-041721-0 魅力俄罗斯——政治经济篇 35.00
978-7-04-045714-8 魅力俄罗斯——文化篇 35.00
978-7-04-047218-9 魅力俄罗斯——历史篇 35.00
978-7-04-047701-6 俄罗斯文化之旅——地理100问 46.00
978-7-04-048760-2 俄罗斯文化之旅——体育100问 46.00
978-7-04-053550-1 俄罗斯文化之旅——文学100问 46.00
978-7-04-053551-8 俄罗斯文化之旅——历史100问 46.00
978-7-04-052579-3 俄罗斯文化之旅——影视艺术100问 46.00
978-7-04-053748-2 俄语经贸口译 45.00
978-7-04-053969-1 俄语经贸笔译 45.00
978-7-04-055359-8 俄语专业视听说（基础教程） 45.00
978-7-04-055885-2 俄语专业视听说（初级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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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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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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词汇手册） 80.00
978-7-04-053037-7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A2练习册 48.00
978-7-04-055821-0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B1（附词汇手册） 80.00
978-7-04-055820-3 直通德福——德语强化教程B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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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语  类
大学法语类图书

书  号 书  名 定价(元)

978-7-04-054878-5 新大学法语1（第三版） 58.00
978-7-04-055358-1 新大学法语1（第三版）教学参考书 45.00
978-7-04-055764-0 新大学法语2（第三版） 52.00

即将出版 新大学法语2（第三版）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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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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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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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教学参考书 33.00
978-7-04-014350-8 新大学法语4 38.00
978-7-04-014351-5 新大学法语3·4教学参考书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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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语短学时教材
978-7-04-055790-9 新时代简明法语（入门） 42.00

即将出版 新时代简明法语（初阶）

爱课程配套教材
即将出版 法国语言文化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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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法语考试系列
978-7-04-033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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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7-04-044359-2 大学法语四级考试历年真题（1996—2015） 59.00

即将出版 大学法语四级考试历年真题（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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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7-04-036336-4 大学法语简明语法 19.00

法语专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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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语留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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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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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课程

区域负
责人 电　话 省　份 地　址 院代姓名 电　话 邮　编 邮　箱

严　亮 13910330396

四　川 成都市西安南路69号西雅图大厦9楼18号

刘奔海 18190729937

610072

18944543@qq.com

刘　波 18780216327 118139608@qq.com

徐　玲 13980841731 1483362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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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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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州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融城max-a座9楼新知教育 刘仲群 18785180389 550002 1834795285@qq.com

广　西 南宁市金洲路25号太平洋世纪广场A座1003室
成端良 13737949334

530028
48905914@qq.com

黄鹤洁 18377182833 3425609612@qq.com

穆　峥 
 

严　亮 

13910766313 
 

13910330396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209号中山蓝色水岸2702
李　鑫 13945013581

150001
yw_lixin@hep.com.cn

周佳瑞 13766837704 105521240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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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仲仪 13756501525 1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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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斌 18002497345 110031 lionbin@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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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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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　西 西安市南二环西段88号老三届世纪星大厦19层
毛　毅 15877326015

7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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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婧 18189526911

730000
yw_yangjing@hep.com.cn

马宁欣 15293150315 27067969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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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永军 13810623770

安　徽 合肥市安庆西路中环汇景大厦2001#
骆伟峰 18056098845

230061
605925332@qq.com

王　晶 15715516010 27042069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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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　江 杭州市拱墅区潮王路225号红石中央大厦1101室
陶婉婉 13868114779

310005
wanwan19830807@sina.com

黄凯莉 15850685255 602880356@qq.com

江　苏 南京市中山北路217号龙吟广场13层1312室
王　芳 17751049451

210009
fangfanglb@163.com

傅啟豪 18120102995 497423372@qq.com

毕永军 
 

窦汝昕

13810623770 
 

13811110236

江　西 南昌市洪城路长青国贸大厦1702室
江家祥 15070992010

3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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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剑芳 15959188165 35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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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　珊 13871464750

437000
11908189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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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云峰 18673135799

410011

liyf028@126.com

关艺仪 13017384395 409903152@qq.com

刘　胜 13707314334 40355116@qq.com

海　南 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29号龙华商城A栋5A2房 李朝魁 13707546843 570102 1571735929@qq.com

广　东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太源南路30号蓝色畅想文化创
意产业园7楼 郑赛恰 15521030070 510521 332743745@qq.com

张　建 
 

胡　岚

13522783209 
 

13911799952

北　京 朝阳区惠新东街4号富盛大厦22层 张　建 13522783209 100029 zhangjian@he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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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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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宁 13821424156

300384
sunning0208@163.com

杨鹤川 15002229160 646019510@qq.com

山　东 济南市山大路47号济南数码港大厦B座1103

孟　辉 18668900281

250013

mengh519@163.com

张　 18663776507 zhangpeng930@yeah.net

孙　瑜 13165360272 1347243653@qq.com

河　南 郑州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大厦C1606 秦正婕 13213050792 450003 82007882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