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中文名名称 出版社 作者译者 出版时间 图书定价

母语的魔障从中西语言的差异看中西文学的差异 安徽大学出版社 张卫中 1998年6月1日 16.00

描写交际翻译学 安徽大学出版社 程永生 2003年8月1日 23.80

英汉翻译原理修订版 安徽大学出版社 周方珠 2004年8月1日 20.00

国际翻译学新探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年4月1日 33.00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 百花洲出版社 王向远等 2006年5月1日 19.00

汉语近义词词典(汉英对照全注汉语拼音) 北京大学出版社 马燕华等 2003年4月1日 29.00

文学与翻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许渊冲 2003年12月1日 34.00

汉英互译基础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震久等 2004年12月1日 17.00

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宪明 2005年5月1日 42.00

西方翻译研究方法论70年代以后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和庆等 2005年11月1日 20.00

新编汉语经济新闻词汇手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惠玲等 2005年11月1日 32.00

中国英语变体中的语言和文化认同 北京大学出版社 潘章仙 2005年12月1日 28.00

英译汉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司显拄等 2006年9月1日 24.80

汉英语对比纲要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潘文国 2004年6月1日 26.00

海洋航运词典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彭蓉 1999年4月1日 40.00

跨文化交际研究与英美人交往指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林大津 2004年9月1日 19.40

综合英语成语词典 修订版 福建人民出版社 徐元度等 2006年1月1日 138.00

名家名论名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经浩等 2005年2月1日 18.00

汉英句型比较与翻译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包家仁 2002年1月1日 12.00

新汉英分类口译词典(精)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社 方凡泉 2003年1月1日 28.00

典籍英译研究 河北大学出版社 汪榕培等 2005年5月1日 34.00

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 河南大学出版社 蔡新乐 2001年9月1日 19.00

英语方言汉译初探 河南大学出版社 韩子满 2004年7月1日 12.00

大学英汉翻译教程 河南大学出版社 陈恪清等 2005年6月1日 29.00

英汉互译教程 上下 河南大学出版社 杨莉藜 2005年6月1日 30.00



实用英汉语言对比教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张良军等 2006年5月1日 20.00

翻译思考录 湖北教育出版社 许钧 1998年11月1日 27.00

歌剧翻译与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孙慧双 1999年7月1日 20.00

中国翻译史(上) 湖北教育出版社 马祖毅 1999年9月1日 34.00

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黄杲 1999年11月1日 24.50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郭建中 2000年4月1日 25.50

新实用英译汉教程 湖北教育出版社 华先发 2000年6月1日 21.00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郭延礼 2001年2月1日 30.00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廖七一 2001年3月1日 29.00

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 湖北教育出版社 薛范 2002年5月1日 16.00

巴别塔文丛西行的足音 湖北教育出版社 董乐山 2002年5月1日 19.50

巴别塔文丛寂寞是一座桥 湖北教育出版社 吕同六 2002年5月1日 21.00

巴别塔文丛自说自话 湖北教育出版社 施康强 2002年5月1日 21.00

巴别塔文丛扶桑掇琐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叶渭渠 2002年5月1日 24.00

巴别塔文丛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 湖北教育出版社 方平 2002年5月1日 24.50

巴别塔文丛雪泥鸿爪 湖北教育出版社 郭宏安 2002年5月1日 24.50

巴别塔文丛译道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金圣华 2002年5月1日 24.50

巴别塔文丛寻找与寻见 湖北教育出版社 李文俊 2002年5月1日 27.50

巴别塔文丛圆梦初记 湖北教育出版社 杨武能 2002年5月1日 27.50

巴别塔文丛奇葩拾零 湖北教育出版社 林一安 2002年5月1日 30.00

巴别塔文丛和谐的乐声 湖北教育出版社 刘靖之 2002年5月1日 32.00

巴别塔文丛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 湖北教育出版社 屠岸 2002年5月1日 34.50

英汉词语文化对比 湖北教育出版社 张安德等 2003年1月1日 16.00

商业翻译导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褚东伟 2003年1月1日 24.00

汉籍外译史(修订本) 湖北教育出版社 马祖毅等 2003年1月1日 38.00

翻译新论1983-1992 湖北教育出版社 杨自俭等 2003年2月1日 49.50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 湖北教育出版社 王宏印 2003年11月1日 28.00



翻译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许钧 2003年12月1日 38.50

翻译适应选择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胡庚申 2004年6月1日 28.90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修订本 湖北教育出版社 郭延礼 2005年7月1日 63.90

翻译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谭载喜 2005年9月1日 28.90

翻译与批评 湖北教育出版社 周仪等 2005年9月1日 28.90

英美名著翻译比较 湖北教育出版社 喻云根 2005年9月1日 28.90

英译汉名篇赏析 湖北教育出版社 李亚丹 2005年9月1日 28.90

翻译名家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郭著章等 2005年9月1日 29.90

中国翻译词典 湖北教育出版社 林煌天等 2005年10月1日 149.00

翻译补偿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夏廷德 2006年5月1日 28.90

许渊冲与翻译艺术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第三辑之一 湖北教育出版社 张智中 2006年5月1日 53.90

新实用汉译英教程 湖北教育出版社 陈宏薇 2006年8月1日 17.50

英语婉语详解词典 修订版 湖南大学出版社 从莱庭 2001年6月1日 25.00

实用汉译英教程 湖南大学出版社 谭云杰等 2003年8月1日 24.80

中国科学翻译史 湖南教育出版社 李亚舒等 2000年2月1日 35.50

译海探秘 湖南人民出版社 彭长江等 1999年8月1日 19.00

汉译英900句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罗志野 2003年3月1日 21.00

英汉 汉英口译教程 湖南人民出版社 马大森等 2004年9月1日 19.80

英汉 汉英翻译教程 湖南人民出版社 彭长江等 2004年9月1日 26.00

汉英习惯用法对比研究及应用 湖南人民出版社 刘学明 2005年6月1日 28.00

英汉句法对比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 邓云华 2005年7月1日 20.00

英汉互译实用技巧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黄洋楼 2003年7月1日 15.00

中外语言文化漫议 华语教学出版社 张德鑫 1996年8月1日 31.00

新编汉英虚词词典 华语教学出版社 王还等 1999年1月1日 38.00

汉英量词词典 华语教学出版社 焦凡等 2001年1月1日 20.00

翻译理论与教学实践 华语教学出版社 杨贤玉 2002年7月1日 11.00

汉英辞格对比研究简编 华语教学出版社 李亚丹等 2005年1月1日 38.00



英汉修辞互译导引 暨南大学出版社(香港) 郑雅丽 2004年7月1日 18.00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 全国外语翻译证书考试用书 辽宁大学出版社 孟庆升等 2005年3月1日 25.00

语言、文化与翻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美]Eeugene A.Nida 1998年10月1日 18.00

实用英汉汉英口译教程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海铭等 2004年8月1日 27.20

英汉翻译概要 南开大学出版社 靳梅琳 2001年11月1日 15.00

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 南开大学出版社 崔永禄主编 2003年1月1日 25.00

汉英简明百科辞典 南开大学出版社 柯文礼 2003年1月1日 86.00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王秉钦 2004年3月1日 20.00

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刘士聪 2004年10月1日 35.00

英语口译教程 南开大学出版社 编写组 2004年11月1日 30.00

英语翻译教程 南开大学出版社 编写组 2004年12月1日 25.00

英语初级口译教程 南开大学出版社 宁洪 2005年1月1日 30.00

翻译家鲁迅 南开大学出版社 王友贵 2005年7月1日 25.00

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 上下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孙昌武 2005年7月1日 33.00

科技翻译与英语学习：英汉/汉英科技翻译实务新讲 南开大学出版社 李学平等 2005年8月1日 12.00

中国口译史 青岛出版社 黎难秋 2002年3月1日 21.00

名作精译（汉译英） 青岛出版社 杨平 2003年3月1日 19.00

名作精译（英译汉） 青岛出版社 杨平 2004年7月1日 20.00

汉英时文翻译实践 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蓓 2001年6月1日 14.00

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叶子南 2001年10月1日 21.00

中华翻译文摘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罗选民 2002年11月1日 16.00

高级汉英语篇翻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居祖纯 2003年3月1日 9.80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第二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许建平 2003年11月1日 38.00

中华翻译文摘(2001年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罗选民 2004年5月1日 16.00

英语新词新义 清华大学出版社 [美]Shawn Holley 2004年6月1日 12.50

英汉比较翻译教程练习 清华大学出版社 魏志成 2004年7月1日 10.00

英汉比较翻译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魏志成 2004年7月1日 28.00



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孙艺风 2004年8月1日 24.00

中西译学批评 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南峰 2004年10月1日 22.00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辜正坤 2004年10月1日 48.00

新编汉英语篇翻译强化训练 清华大学出版社 居祖纯 2005年1月1日 14.00

汉英英汉习语大全 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学英、张会 2005年7月1日 198.00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第二版)教师用书 清华大学出版社 许建平 2005年8月1日 36.00

译事余墨 清华大学出版社 苏福忠 2006年1月1日 21.00

胡适诗歌翻译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瘳七一 2006年4月1日 26.00

中华翻译文摘(2002-2003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罗选民 2006年9月1日 29.80

英汉航空航天工程词典 商务印书馆 梁炳文 2000年11月1日 65.00

英汉习语大词典 商务印书馆 81英语系词典编辑部 2001年3月1日 58.00

英汉新闻 广播 影视常用词汇(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 林珊等 2001年4月1日 17.00

综合英汉经贸词典 商务印书馆 劳允栋 2001年5月1日 56.00

新时代汉英大词典 商务印书馆 吴景荣、程镇球 2001年5月1日 185.00

汉英拉动植物名称 商务印书馆 胡世平 2003年1月1日 47.00

综合英汉科技大词典 商务印书馆 顾仁敖 2003年3月1日 171.00

英汉汉英刑事诉讼分类法律词语三用手册 商务印书馆 魏涣华等 2003年7月1日 35.00

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中型本) 商务印书馆 中国地名委员会 2003年7月1日 58.00

英语姓名译名手册(第四版) 商务印书馆 新华社译名室 2004年1月1日 28.00

西方引语宝典 商务印书馆 张致祥 2004年3月1日 28.00

牛津-杜登英语汉语图文对照词典 商务印书馆 72编辑部 2004年4月1日 78.00

汉英公示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吕和发等 2004年9月1日 20.00

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 商务印书馆 谭载喜 2004年12月1日 30.00

英语习语大词典 商务印书馆 武汉大学英语系词典编辑部 58.00

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张绍麒 2004年12月1日 34.00

英汉汉英饭店管理常用词汇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戴国庆 1996年1月1日 7.00

英汉旅游词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程润明 1996年4月1日 11.00



英诗选译集(英汉对照)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孙大雨 1999年10月1日 38.00

中国翻译教学研究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穆雷 2000年3月1日 15.30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英汉对照)一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培基等 2000年3月1日 22.60

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林明金 2000年10月1日 39.50

简明汉英分类表达词典(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庄智象 2000年10月1日 53.00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谢天振 2000年12月1日 21.5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三：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Christiane Nord 2001年7月1日 10.00

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美芳 2001年7月1日 13.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Basil Hatim 2001年7月1日 14.5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四：语用学与翻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Leo Hickey 2001年7月1日 14.5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二：翻译研究(综合法)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德]Mary Snell-Hornby 2001年9月1日 11.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八：语篇与译者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Basil Hatim/Ian Mason 2001年9月1日 15.6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一：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美]George Steiner 2001年9月1日 30.00

大学英语英汉翻译技巧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蔡基刚 2001年10月1日 10.00

语言、文化与翻译(英文版)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美]Eeugene A.Nida 2001年10月1日 14.00

英汉比较研究与翻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萧立明 2002年1月1日 14.80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陈福康 2002年1月1日 23.60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3)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杨自俭 2002年3月1日 21.80

英汉翻译基础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古今明 2002年5月1日 16.5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翻译学：问题与方法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以色列]Gideon Toury 2002年6月1日 16.60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4)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杨自俭 2002年7月1日 30.20

朗文汉英中华文化图解词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舆优水 2002年7月1日 50.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描述翻译学及其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以色列]Wolfram Wilss 2002年8月1日 18.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翻译教程(影印版)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Peter Newmark 2002年10月1日 17.20

研究生英汉翻译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吕俊等 2002年12月1日 16.80

文体翻译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冯庆华 2002年12月1日 25.00

英汉科技翻译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韩其顺等 2003年1月1日 6.50



英汉法律翻译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孙万彪 2003年1月1日 11.70

译介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谢天振 2003年1月1日 18.00

英汉语比较导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魏志成 2003年1月1日 22.60

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建开 2003年1月1日 25.00

21世纪修辞学丛书·汉英谚语与文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德春 等 著 2003年2月1日 13.40

汉英汉语新词新义词典(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吴克礼 2003年8月1日 28.00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英汉对照)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培基等 2003年9月1日 16.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当代翻译理论(第2版修订本)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Edwin Gentzler 2004年1月1日 14.00

汉英法律翻译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孙万彪 2004年2月1日 13.00

汉英翻译基础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陈宏薇 2004年2月1日 16.00

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方梦之等 2004年3月1日 18.00

译学辞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方梦之 主编 2004年3月1日 27.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七：翻译与性别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费拉德 2004年4月1日 8.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九：翻译学词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年4月1日 14.2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文化翻译(笔译、口译及中介入门)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David Katan 2004年4月1日 15.5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八：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格特 2004年4月1日 15.8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三：解构主义与翻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Kathleen Davis 2004年5月1日 8.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五：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Katharina Reiss 2004年5月1日 9.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八：路线图(翻译研究方法入门)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Jenny Williams 2004年5月1日 9.8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系统中的翻译(描写和系统理论解说)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Theo Hermans 2004年5月1日 12.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七：翻译研究：国外翻译研究丛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Susan Bassnett 2004年7月1日 14.00

新编大学英译汉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华先发等 2004年7月1日 15.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十四：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Maria Tymoczko 2004年7月1日 18.5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六：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韦努蒂 2004年7月1日 22.00

新世纪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梅德明 主编 2004年7月1日 27.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比利时]勒菲弗尔 2004年8月1日 11.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三：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比利时]勒菲弗尔 2004年8月1日 12.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二：翻译理论与实践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年8月1日 13.50

写作与翻译指导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丁国声 2004年8月1日 14.5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一：翻译科学探索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年8月1日 18.50

英汉WTO常用术语词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叶兴国 2004年8月1日 29.00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谢天振 2004年9月1日 33.00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0）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谢天振 查明建 主编 2004年9月1日 33.00

汉英谚语与文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德春 2004年10月1日 13.40

翻译学导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桂乾元 2004年10月1日 16.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翻译研究百科全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贝克 2004年10月1日 33.30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5)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杨自俭 2004年10月1日 42.00

新世纪英汉国际经贸词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周国强等 2004年10月1日 65.00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5）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杨自俭 主编 2004年10月1日 42.00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孙致礼 2004年11月1日 13.40

新编英汉口译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催永禄等 2005年1月1日 13.8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影印本)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Susan Bassnett 2005年3月1日 10.00

英语理解与翻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林相周 2005年4月1日 7.60

科技英语翻译理论与技巧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戴文进 2005年4月1日 13.50

翻译学归结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赵谚春 2005年5月1日 18.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翻译问题探讨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Perer Newmark 2005年6月1日 12.60

英汉汉英医学词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唐国顺 2005年6月1日 63.00

英汉翻译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培基等 2005年7月1日 8.60

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增订本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冯庆华 2005年7月1日 33.00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翻译学归结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赵彦春 著 2005年7月1日 18.00

2002年汉英对比与翻译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潘文国 主编 2005年7月1日 21.00

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美芳 2005年8月1日 14.00

科技英语词语用法词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卢思源 2005年8月1日 35.00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美芳 著 2005年8月1日 14.00



英汉因特网常用词汇手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曹岭岚 2005年10月1日 23.00

新编汉英翻译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李亚丹等 2006年1月1日 15.30

汉语熟语英译词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尹邦彦 2006年1月1日 48.00

外教社——汉语熟语英译词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尹邦彦 编 2006年1月1日 48.00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宏印 2006年2月1日 15.00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文学翻译批评论稿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宏印 著 2006年2月1日 15.0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美]Eeugene A.Nida 2006年3月1日 16.80

高级口译教程(第三版)(英语高级口译资格证书考试)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梅德明 2006年4月1日 29.50

口译的专业化道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柴明颖 主编 2006年5月1日 24.00

翻译研究的语言探索——古诗词英译本的语言学分析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黄国文 著 2006年7月1日 15.00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吕俊 侯向群 著 2006年7月1日 17.00

走进口译——欧盟亚欧口译项目多媒体教学资料（附DVD）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肖晓燕 杨柳燕 译注 2006年8月1日 30.50

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冯庆华 主编 2006年9月1日 26.00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2）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刘重德 主编 2006年10月1日 25.00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1）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刘重德 主编 2006年10月1日 29.00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6）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杨自俭 主编 2006年10月1日 35.00

叙事类型视角下的小说翻译研究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郑敏宇 著 2007年1月1日 14.00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翻译与诠释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宾 编著 2007年3月1日 15.00

英汉军事大词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李公昭 主编 2007年3月1日 328.00

首届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胡庚申 主编 2007年3月1日 47.00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翻译家周作人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刘全福 著 2007年4月1日 14.00

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胡翠娥 著 2007年5月1日 17.00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莎士比亚翻译比较美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奚永吉 著 2007年7月1日 72.00

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第一辑）·英译易经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汪榕培 任秀桦 译 2007年9月1日 19.00

外教社简明英汉——汉英词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邱懋如 主编 2007年9月1日 28.00

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第一辑）·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培基 译著 2007年9月1日 31.00

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第一辑）·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培基 译著 2007年9月1日 38.00



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第一辑）·英译中国文化寓言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年9月1日 45.00

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第一辑）·英译唐诗选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孙大雨 译 2007年9月1日 58.00

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第一辑）·英译屈原诗选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孙大雨 译 2007年9月1日 68.00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庄智象 著 2007年10月1日 18.00

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第二辑）·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培基 译著 2007年11月1日 30.00

汉英对照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选·中国卷（上）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江曾培 主编 祁寿华 翻译2007年11月1日 34.00

汉英对照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选·中国卷（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江曾培 主编 祁寿华 翻译2007年11月1日 34.00

英诗汉译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黄杲炘 著 2007年11月1日 48.00

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海岸 选编 2007年11月1日 79.00

英汉概念结构对比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陆国强 著 2008年4月1日 25.00

语言学系列丛书·母语与翻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李美 著 2008年5月1日 31.00

英语惯用法词典（修订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葛传规编著 39.80

英汉大词典（缩印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陆谷孙主编 148.00

篇章修辞与小说翻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胡谷明 2004年5月1日 20.00

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译学新论丛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 刘华文 2005年4月1日 22.00

英汉军事缩略语词典 外文出版社 李思哲 2002年1月1日 45.00

新编汉英中医药分类词典 外文出版社 谢竹藩 2002年9月1日 98.00

英汉计算机缩略语词典 外文出版社 王青 2002年10月1日 38.00

英语二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修订版 外文出版社 2004年3月1日 35.00

英语笔译实务(二级) 外文出版社 卢敏 2004年5月1日 40.00

英语笔译综合能力(二级)-改版 外文出版社 汪福祥 2004年5月1日 48.00

WTO英汉汉英实用词典 外文出版社 彭金瑞 2004年6月1日 40.00

英语口译综合能力(二级)-改版 外文出版社 王立弟 2004年6月1日 42.00

英语口译实务磁带(二级) 外文出版社 王燕 2004年6月1日 49.00

英语口译综合能力磁带(二级) 外文出版社 王立弟 2004年6月1日 49.00

英语口译实务(二级) 外文出版社 王燕 2004年6月1日 50.00

汉英体育词典 外文出版社 刘振恺 2004年8月1日 32.00



最新英汉药名词典 外文出版社 2005年1月1日 148.00

中英佛教词典 外文出版社 陈观胜 2005年7月1日 198.00

经贸英译汉教程 外文出版社 常玉田 2005年8月1日 39.80

英语二级翻译口译同声传译考试大纲修订版 外文出版社 2005年9月1日 10.00

英语二级笔译考试真题详解 外文出版社 卢敏 2005年11月1日 25.00

英语二级口译考试真题详解(含CD一张) 外文出版社 卢敏 2005年11月1日 32.00

英语笔译综合能力辅导丛书(二级) 外文出版社 汪福祥 2006年1月1日 28.00

英语笔译实务辅导丛书(二级) 外文出版社 卢敏 2006年3月1日 20.00

英语笔译全真模拟试题及解析（二级） 外文出版社 卢敏 2008年12月1日 30.00

英语口译全真模拟试题及解析（二级）含光盘 外文出版社 卢敏 2008年12月1日 32.00

英语备考词汇全攻略（二级） 外文出版社 黄源深 2008年12月1日 40.00

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光盘） 外文出版社 58.00

中国翻译年鉴2005-2006 外文出版社 中国翻译协会 298.00

唐宋绝句名篇英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文殊 1995年6月1日 7.80

中西人际称谓系统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田惠刚 1998年4月1日 20.90

国际金融阅读与翻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梅仁毅 1998年9月1日 19.90

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汪榕培 2000年3月1日 13.90

汉英口译入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李长栓 2000年5月1日 17.90

中式英语之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Joan Pinkham 2000年5月1日 22.90

现代英语用法词典(重排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张道真 2000年6月1日 128.00

换言之：翻译教程(英文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英]Roger T. Bell 2000年10月1日 27.90

英汉双解信息技术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刘相东等译 2000年12月1日 23.90

英汉汉英艺术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何友 李义堂 2000年12月1日 52.90

英文汉译技巧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陈廷佑 2001年2月1日 7.90

英汉双解医学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陈育红等译 2001年3月1日 28.90

英汉经济贸易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单其昌 2001年3月1日 59.90

汉英国际贸易和金融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廖美珍 2001年6月1日 52.90



新闻英语分类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林梅 2002年1月1日 12.90

容易误译的英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何炳威 2002年5月1日 12.90

汉英词典(修订本缩印本)(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外英语系词典组 2002年7月1日 69.90

翻译论文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程镇球 2002年9月1日 11.90

金元明清绝句英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王晋熙 2002年9月1日 14.90

英汉双解出版印刷词典(第二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韩闽红等译 2002年9月1日 19.90

英汉双解财会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张炜等译 2002年9月1日 22.90

孙子兵法(大师经典文库)(英汉对照)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袁士槟译 2002年10月1日 3.90

英语姓名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高玉华 李慎廉 2002年10月1日 21.90

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许钧 2002年11月1日 12.90

英汉双解营销词典(第二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傅慧芬等译 2002年11月1日 13.90

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年11月1日 99.90

英汉翻译简明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庄绎传 2003年6月1日 14.90

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蒋骁华 2003年7月1日 9.90

实用英汉翻译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申雨平戴宁 2003年7月1日 13.90

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语言学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英]Roger T. Bell 2003年7月1日 28.90

汉英词典(修订本)(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外英语系词典组 2003年7月1日 128.00

奈达翻译理论研究(英文本)(学术著作系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马会娟 2003年9月1日 11.90

实用汉英翻译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曾城 2003年9月1日 12.90

新世纪汉英大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惠宇 2003年12月1日 188.00

实用翻译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范仲英 2004年7月1日 7.80

双语对应语料库：研制与应用(学术著作系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王克非 2004年9月1日 11.90

实战口译学习用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林超伦 2004年9月1日 27.90

实战口译教学参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林超伦 2004年9月1日 37.90

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缩印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惠宇 2004年9月1日 99.90

现代汉译英口译教程练习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吴冰 2004年10月1日 23.90

英文对义词手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刘毅 2004年11月1日 11.90



翻译研究：另类视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范守义 2004年11月1日 25.90

高级英汉翻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顾曰国蓝纯 2004年12月1日 14.90

商贸汉英翻译评论(80高等英语教育学术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刘法公 2004年12月1日 16.90

中山汉英医学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王晓鹰 2005年1月1日 81.90

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英]Roger T. Bell 2005年3月1日 18.90

翻译研究关键词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孙艺风 等编译 2005年4月1日 14.90

英汉翻译入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陈德彰 2005年8月1日 22.90

现代汉译英口译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吴冰 2005年8月1日 34.90

话语与译者(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王文斌 译 2005年9月1日 19.90

汉译英理论与实践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程永生 2005年9月1日 32.90

中山英汉医学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王晓鹰等编 2005年9月1日 99.90

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年10月1日 11.90

翻译研究词典(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年11月1日 18.90

翻译教学与研究(应用语言学实践系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哈蒂姆 2005年12月1日 26.00

当代翻译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俄]科米萨若夫 2006年8月1日 13.90

中国人的精神(大师经典文库)(英汉对照)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辜鸿铭  6.90

科技英语翻译(教师手册)(高等学校英语拓展系列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赵萱 郑仰成 9.90

古文观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罗经国 译 11.00

译有所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德)诺德 11.90

翻译与文学批评：翻译作为分析手段(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罗斯 11.90

译稿杀青！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文集(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霍姆斯 12.90

翻译研究：综合法(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英)霍恩比 12.90

浮生六记(林语堂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沈复  13.90

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鲁宾逊 14.90

吾国与吾民(林语堂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林语堂  14.90

翻译与规范(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谢芙娜 15.90

语料库与译者培养(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扎内廷 16.90



商贸汉英翻译评论(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学术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刘法公 16.90

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基特尔 富兰克 16.90

从诗到诗-中国古诗词英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任治稷 余正 16.90

生活的艺术(林语堂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林语堂 16.90

翻译，权力，颠覆(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比达尔 17.90

理论对译者有用吗？象牙塔与语言工作面之间的对话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切斯特曼 瓦格纳 17.90

翻译与语言：语言学理论解读(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福西特 19.90

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勒弗维尔 19.90

多元下的统一？当代翻译研究潮流(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鲍克 21.90

译者的电子工具(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奥斯特米勒 21.90

译者实用指南(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萨穆埃尔松－ 布朗 21.90

论翻译(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纽马克 21.90

中国的文艺复兴(大师经典文库)(英汉对照)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胡适  21.90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和翻译研究(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格朗热 23.90

跨文化侵越-翻译学研究模式(Ⅱ)(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赫曼斯 23.90

翻译史研究方法(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皮姆 24.90

论翻译的原则(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泰特勒 24.90

面面俱到口译教程2(含CD 2张)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郭岱宗 25.90

翻译与民族：英格兰的文化政治(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奥克利－布朗 25.90

什么是翻译？离心式理论，批判性介入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鲁宾逊 26.00

翻译教学与研究(应用语言学实践系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哈蒂姆 26.00

科技英语翻译(高等学校英语拓展系列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赵萱 郑仰成 26.90

大学英汉翻译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常玉田 27.90

翻译与权力(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提莫志克 根茨勒 27.90

今日翻译：趋向与视角(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安德曼 罗杰斯 27.90

换言之：翻译教程(语言学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7.90

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诺德 28.90



翻译与鉴赏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高键 28.90

面面俱到口译教程3(含CD 2张)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郭岱宗 29.90

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西蒙 圣皮埃尔 32.90

超越文化断裂-翻译学研究模式(Ⅰ)：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奥洛汉 33.90

20世纪新词语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英]John Ayto编 33.90

围城(英语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钱锺书 36.00

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鲁宾逊 37.90

译者登场(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鲁宾逊 38.90

面面俱到口译教程1(含CD 2张)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郭岱宗 39.90

钱锺书英文文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钱锺书 43.90

京华烟云(新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林语堂 44.90

英语搭配大辞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日本研究社 169.00

英汉互译实用教程 修订第三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郭著章 2003年8月1日 35.00

商务英语英汉口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王红卫等 2005年2月1日 21.00

翻译研究的社会符号学视角 武汉大学出版社 李明 2005年4月1日 14.80

经典英语谚语赏析(英汉对照) 武汉大学出版社 祝宝珠主编 2005年4月1日 15.00

英汉互译理论与实践 武汉大学出版社 陈秋劲等 2005年4月1日 28.00

英汉互动翻译教程(附参考答案) 武汉大学出版社 李明 2006年2月1日 18.00

实用英汉互译技巧修订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汪涛等 2006年3月1日 29.00

翻译专业21世纪丛书：翻译批评与赏析 武汉大学出版社 李明 2006年4月1日 24.00

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卢红梅 2006年5月1日 34.00

新世纪英汉同声传译(含光盘) 武汉大学出版社 胡刚等 2006年7月1日 31.00

新闻英语与媒介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徐琴缓等 2004年6月1日 18.00

文学与翻译论稿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段初发 2005年7月1日 20.00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邹振环 1996年1月1日 12.00

英汉翻译津指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陈生保 2000年1月1日 13.60

汉英科技翻译指要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冯志杰 2000年1月1日 13.60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马祖毅 2000年1月1日 22.30

词语翻泽丛谈(续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陈忠诚、吴幼娟 2000年4月1日 24.50

因难见巧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金圣华、黄国彬 2001年1月1日 10.30

新译学论稿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萧立明 2001年1月1日 10.80

英汉汉英商品大词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李丕章等主编 2001年2月1日 120.00

译道探微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思果 2002年1月1日 11.00

变译理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黄忠廉 2002年1月1日 17.00

工商企业翻译实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许建忠 2002年1月1日 18.80

翻译批评散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马红军 2002年11月1日 11.20

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勒代雷 2002年11月1日 11.80

英汉比较与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陈定安 2002年11月1日 14.60

新编奈达论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谭载喜 2002年11月1日 17.60

西方译论研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重德 2003年1月1日 12.00

口译技巧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和平 2003年1月1日 12.00

法窗译话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陈忠诚 2003年1月1日 14.20

新编奈达论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谭载喜 2003年1月1日 17.60

文体与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宓庆 2003年1月1日 32.00

文化与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郭建中 2003年3月1日 22.00

元照英美法词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法律出版社 2003年5月1日 380.00

文学翻译十讲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重德 2003年8月1日 9.40

语篇翻译引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李运兴 2003年8月1日 12.80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包惠南 2003年8月1日 18.80

词语翻译丛谈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陈忠诚 2003年9月1日 11.00

当代翻译理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宓庆 2003年9月1日 13.80

新贸易书信宝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林叙仪 2004年1月1日 20.00

金融翻译技法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陈仕彬 2004年1月1日 20.80

口笔译理论研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宓庆 2004年1月1日 21.00



应用翻译功能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贾文波 2004年1月1日 23.00

跨文化交际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金惠康 2004年1月1日 23.00

科学翻译学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黄忠廉、李亚舒 2004年1月1日 26.00

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陈刚 2004年1月1日 26.00

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金惠康 2004年1月1日 28.80

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郭建中 2004年1月1日 29.50

等效翻译探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金隄 2004年3月1日 11.60

余光中谈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余光中 2004年3月1日 12.00

翻译新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思果 2004年3月1日 13.00

翻译研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思果 2004年3月1日 14.20

翻译变体研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黄忠廉 2004年3月1日 18.00

新闻英语与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许明武 2004年3月1日 30.00

翻译多元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周方珠 2004年5月1日 18.50

英语谚语典故词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年5月1日 48.00

翻译与语言哲学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宓庆 2004年6月1日 35.00

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孙迎春 2004年9月1日 21.80

翻译与人生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周兆祥 2004年10月1日 9.80

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李长栓 2004年12月1日 34.50

译朝译夕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毛荣贵、廖晟 2005年1月1日 12.50

译心译意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毛荣贵、廖晟 2005年1月1日 12.50

译步留神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毛荣贵、岳俊、姜淑萱 2005年1月1日 13.00

译彩纷呈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毛荣贵、廖晟 2005年1月1日 13.00

译然自得-译文比读分析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毛荣贵、张琦 2005年1月1日 13.50

译味深长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毛荣贵、廖晟 2005年1月1日 13.50

翻译批评导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杨晓荣 2005年1月1日 14.00

译谐译趣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毛荣贵、廖晟 2005年1月1日 14.00

英汉翻译辨析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傅敬民、张顺梅、薛清 2005年1月1日 16.00



英汉汉英口译基础教程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陈振东 2005年1月1日 17.00

英汉翻译基础教程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方梦之 2005年1月1日 18.00

谈判交涉英语(配CD盘)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李育超 2005年1月1日 20.00

怎样做新闻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洪潮等 2005年1月1日 28.00

实用口译手册(增订版)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钟述孔 2005年1月1日 29.80

英汉汉英出版印刷词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吴希曾 2005年1月1日 32.00

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宓庆 2005年1月1日 40.00

口译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杨承淑 2005年7月1日 18.00

汉英翻译技巧教学与研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王大伟、魏清光 2005年8月1日 21.00

翻译美学导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宓庆 2005年8月1日 25.50

口译理论与教学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和平 2005年11月1日 15.00

口译理论概述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鲍刚 2005年11月1日 21.00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宓庆 2005年11月1日 21.00

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宓庆 2005年11月1日 37.00

译员基础教程－如何组建翻译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朱宪超 韩子满 2006年1月1日 14.00

英汉同声传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张维为 2006年1月1日 16.00

科学翻译批评导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文军 2006年1月1日 21.00

译仁译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陈忠诚、陈国权、陈新 2006年1月1日 21.00

词语翻译趣谈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陈忠诚、吴幼娟 2006年1月1日 22.00

汉译英基础教程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马秉义 2006年1月1日 24.00

法律文本与法律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李克兴、张新红 2006年1月1日 34.00

机器翻译研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文军 2006年1月1日 54.00

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宓庆 2006年4月1日 37.00

新汉英词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吴景荣等 2006年5月15日 29.80

跨文化旅游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金惠康 2006年6月2日 23.00

刘宓庆翻译散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宓庆 2006年7月1日 35.00

英汉翻译技能指引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宓庆 2006年7月1日 41.00



联合国文件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曹菡艾等 2006年7月10日 24.00

汉英成语词典(Chinese Idioms Dictionary)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施正信、王春菁、张建钟 2006年10月1日 29.80

文化翻译论纲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宓庆 2007年3月1日 20.00

英汉汉英金融保险词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吴希曾 2007年4月1日 36.00

公示语汉英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王颖、吕和发 2007年5月1日 28.00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广告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朱山军 2007年6月29日 19.80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马祖毅 2007年8月31日 22.30

汉英成语词典(Chinese Idioms Dictionary)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施正信、王春菁、张建钟 2008年3月11日 28.00

汉英翻译基础教程(外语院校翻译系列教材)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杨晓荣 2008年8月29日 25.00

汉英时文翻译教程(外语院校翻译系列教材)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贾文波 2008年8月29日 28.00

21世纪汉英经济实用词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译 2008年9月23日 98.00

21世纪英汉经济实用词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8年9月23日 98.00

汉英外事实用词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过家鼎、张志明 2009年1月21日 98.00

口译评估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蔡小红 16.00

笔译训练指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6.00

科学词典译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孙迎春 17.00

口译训练指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8.00

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周定国 主编 200.00

中国翻译2005年（精装）合订本 中国翻译杂志社 中国翻译编辑部 2006年12月1日 82.00

中国翻译2003-2006年单册（双月刊） 中国翻译杂志社 中国翻译编辑部 2007年12月1日 13.60

中国翻译2007年全年 中国翻译杂志社 中国翻译杂志社 2007年12月1日 78.00

中国翻译2006年（精装）合订本 中国翻译杂志社 中国翻译编辑部 2007年12月1日 82.00

中国翻译2007年（精装）合订本 中国翻译杂志社 中国翻译编辑部 2007年12月1日 90.00

中国翻译2007年单册（双月刊） 中国翻译杂志社 中国翻译编辑部 2008年1月1日 15.00

中国翻译2008年单册（双月刊） 中国翻译杂志社 中国翻译杂志社 2008年12月1日 15.00

中国翻译2008年全年 中国翻译杂志社 中国翻译杂志社 2008年12月1日 90.00

中国翻译2003年（精装）合订本 中国翻译杂志社 中国翻译杂志社 82.00



朗文国际贸易辞典(英英 英汉双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欧阳因 2000年4月1日 48.00

MBA英语翻译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茜等 2000年9月1日 14.00

朗文实用科技词汇(英汉对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赵岩 2000年9月1日 56.00

大学英语翻译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龙根 2000年12月1日 18.00

朗文精选经贸辞典(英汉对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卓克依 2000年12月1日 18.00

英汉人文社会科学词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苗力田 2001年5月1日 96.00

简明英汉传播学辞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陈国明 2003年1月1日 25.00

研究生英语实用翻译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许建平 2003年2月1日 26.00

21世纪大英汉词典(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华驹 2005年2月1日 198.00

翻译产业经营论集 中央编译出版社 尹承东 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