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中文名名称 出版社 作者译者 出版时间 图书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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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译汉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司显拄等 2006年9月1日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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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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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与翻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许渊冲 2003年12月1日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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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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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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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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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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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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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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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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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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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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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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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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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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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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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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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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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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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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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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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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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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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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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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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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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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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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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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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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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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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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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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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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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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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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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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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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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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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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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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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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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翻译年鉴2005-2006 外文出版社 中国翻译协会 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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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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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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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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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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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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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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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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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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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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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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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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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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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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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德]Christiane Nord著　张美芳等译2005年10月1日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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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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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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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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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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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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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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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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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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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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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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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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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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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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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汉翻译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常玉田 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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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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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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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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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翻译教程(语言学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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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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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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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译训练指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法]D. 吉尔著 刘和平等译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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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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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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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译训练指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法]M.勒代雷著 闫素伟等译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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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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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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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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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词典译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孙迎春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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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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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研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思果 2004年3月1日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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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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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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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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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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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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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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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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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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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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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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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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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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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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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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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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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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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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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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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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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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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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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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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译评估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蔡小红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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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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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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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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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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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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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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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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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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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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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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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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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谚语典故词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英]马丁·H曼瑟著　许季鸿、黄家宁2004年5月1日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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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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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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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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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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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产业经营论集 中央编译出版社 尹承东 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