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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Heinz Göttert

系别：德语语言文学系

职称：教授 

最高学位：博士 

现任职务：德文系荣誉教授 

研究领域：中世纪文学，修辞学，文化史 

 

个人简历： 

       1970年获科隆大学日耳曼语语言文学系博士学位，1985年获教授资格，1990年至2009年间任科隆大学日耳曼语语言文学系古德语文学

教授。退休后在圣彼得堡、布拉格、广州、杭州及上海复旦大学授课讲学。 

 

获奖情况 

专著《语言力量的神话》于2015年获“莱比锡书展奖”提名 

 

著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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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言文学系

多语种中心

退休教师

·Kommunikationsideale. Untersuchungen zur europäischen Konversationstheorie. Iudicium, München, 1988. 

《交际理想，欧洲对话理论研究》，慕尼黑，1988年。 

 

·Einführung in die Rhetorik. Grundbegriffe – Geschichte – Rezeption. Fink, München, 1991. 

《修辞学导论。基本概念－历史－接纳》，慕尼黑，1991年。 

 

·Knigge oder: Von den Illusionen des anständigen Lebens. dtv, München, 1995. 

《克尼格：体面生活的假象》，慕尼黑，1995年。 

 

·Geschichte der Stimme. Fink, München, 1998. 

《声音的历史》，慕尼黑，1998年。 

 

·Magie. Zur Geschichte des Streits um die magischen Künste unter Philosophen, Theologen, Medizinern, Juristen und

Naturwissenschaftlern von der Antike bis zur Aufklärung. Fink, München, 2001. 

《魔法，哲学家、神学家、医学家、法学家及自然科学家对魔幻艺术的争论史——从古代到启蒙时期》，慕尼黑，2001年。 

 

·Daumendrücken. Der ganz normale Aberglaube im Alltag. Philipp Reclam jun. Verlag, Stuttgart, 2003. 

《捏大拇指。日常生活中普通的迷信》，斯图加特，2003年。 

 

·Einführung in die Stilistik (zusammen mit Oliver Jungen). Fink, Paderborn, 2004. 

《文体学导论》，帕德伯恩，2004年。 

 

·Eile mit Weile. Herkunft und Bedeutung der Sprichwörter. Philipp Reclam jun. Verlag, Stuttgart, 2005. 

《欲速则不达，言语的源头与意义》，斯图加特，2005年。 

 

·Alle unsere Feste. Ihre Herkunft und Bedeutung. Philipp Reclam jun. Verlag, Stuttgart, 2007. 

《我们的节日，源头与意义》，斯图加特，2007年。 

 

·Zeiten und Sitten. Eine Geschichte des Anstands. Philipp Reclam jun. Verlag, Stuttgart, 2009. 

《时代与习俗，礼仪的历史》，斯图加特，2009年。 

 

·Deutsch. Biografie einer Sprache. Ullstein, Berlin, 2010. 

《德语，一门语言的传记》，柏林，2010年。 

 

·Die Ritter. Philipp Reclam jun. Verlag, Stuttgart, 2011. 

《骑士》，斯图加特，2011年。 

 

·Alles außer Hochdeutsch. Ein Streifzug durch unsere Dialekte, Ullstein, Berlin, 2011. 

《除了标准德语以外的一切，略述我们的方言》，柏林，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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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chied von Mutter Sprache. Deutsch in Zeiten der Globalisierung, S. Fischer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13. 

《与母语的告别，全球化语时代下的德语》，法兰克福，2013年。 

 

· Mythos Redemacht. Eine andere Geschichte der Rhetorik, S. Fischer, Frankfurt am Main, 2015. 

《语言力量的神话。修辞学别史》，法兰克福，2015年。 

 

·Luthers Bibel. Geschichte einer feindlichen Übernahme. Frankfurt am Main, 2017. 

《路德的圣经，敌对借用的历史》，法兰克福，2017年。 

 

·Die Orgel. Kulturgeschichte eines monumentalen Instruments. Kassel, 2017. 

《管风琴。不朽乐器文化史》，卡塞尔，2017年。 

 

 

主编及参与主编 

·Heinrich der Glîchezâre: Reinhart Fuchs. Mittelhochdeutsch und neuhochdeutsch. Reclam, Stuttgart, 1976. 

《格里希萨尔的海因里希：列那狐，中古德语与现代德语》，斯图加特，1976年。 

 

·Adolph Freiherr Knigge: Über den Umgang mit Menschen. Reclam, Stuttgart, 1991. 

《阿尔多夫·弗莱尔·克尼格：关于人际交往》，斯图加特，1991年。 

 

·Adolph Freiherr Knigge: Über den Umgang mit Menschen. Eine Auswahl. Reclam, Stuttgart, 2009. 

《阿尔多夫·弗莱尔·克尼格：关于人际交往（选）》斯图加特，2009年。 

 

创作 

•    Entschlüsselte Geheimnisse. Emons, Köln 2005. 

《解开的秘密》，科隆，2005年。 

 

•    Anschlag auf den Telegraphen. Emons, Köln 2004. 

《电报上的告示》，科隆，2004年。 

 

•    Das Ohr des Teufels. Emons, Köln 2003. 

《魔鬼的耳朵》，科隆，2003年。 

 

•    Die Stimme des Mörders. Emons, Köln 2003. 

（长篇小说）《凶手的声音》，科隆，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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