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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报读和联系方式 

 
• 电话咨询：0755-82969319  020-85646310 

• 邮件咨询：295725049@qq.com  

• Q Q 咨询：加 295725049号码 

• 微信咨询：微信号 13826506498 

• 报读方式：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 2008号体育大厦 16 楼或广州市

天河区科华街乐天创意园明镜集团会所现场辅导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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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为何选择俄罗斯? 

俄罗斯国家教育科学部部长给中国留学生的寄语 

 

亲爱的中国留学生们：   

俄罗斯教育科学部为促进中俄两国的教育合作与交流，中俄两国教育

事业的共同发展，发现并培养优秀学生、尖端学科的特殊人才，中俄复合

型专业人才，俄罗斯教育科学部以及俄罗斯高校联盟为广大有意赴俄留学

的优秀学生提供申请“俄罗斯留学政府奖学金”项目的名额。通过申请，

获得俄罗斯教育部和学校批准后，赴俄留学，攻读本科、硕士、博士学

位。 

近年来，俄罗斯教育科学部在中国努力宣传俄罗斯文化，积极推广俄

语，全面增进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推

动友好关系的发展，建立双边友好城市，组织俄罗斯高等院校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各高校之间的相互访学、合作办学、留学。 

2006 年和 2007 年是两国“国家年”, 2009-2010 年为两国的“语言

年”, 2012-2013 年为两国的“旅游年”, 2014-2015 为两国的“青少年

交流年”。这些活动对中俄文化教育以及两国政府在人才培养和互换方面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两国经济贸易不断升温，中俄双方首脑的频繁互访，中俄在铁路，石

油，天然气，通讯等方面签署了大量的合作协议。两国双方也致力于科

技，艺术，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 



 

 

俄罗斯拥有着世界尖端科学技术和强大的科学研究基础，如航天领

域，光学领域，航海领域等许多专业是少数几个国家所拥有的。如军工

类，物理，化学，数学，计算机，核能，石油天然气和精密仪器研究等领

域，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更加拥有享誉全球的美术和音乐等艺术专业。

为广大留学生提供了相当大的选择余地。 

优质的教育是俄罗斯重要发展战略和首要方向之一，为此，俄罗斯高

等院校培养了大批符合世界教育标准的高素质、高技术人才。俄罗斯高等

教育可以为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和职业技能的增长，提供更广阔的提升空

间。在这里不仅可以深度拓展您的专业知识，更能在专家的指引下把理论

知识和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 

俄罗斯教育科学部为中国学生提供详细的留学信息和帮助。我们相

信，选择俄罗斯，您不会后悔！ 

 

俄罗斯教育科学部部长 Дмитр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 （德米特里. 维克多维奇） 

 

 

 

 

 

 

 



 

 

 

俄罗斯联邦（俄语：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英

语：The Russian Federation），通称俄罗斯或俄国，由 22 个自治共和国

、46 个州、9 个边疆区、4 个自治区、1 个自治州、3 个联邦直辖市组成

的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北部，地跨欧亚两大洲，国

土面积为 1707.54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随着克里米亚

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加入俄罗斯，俄罗斯版图新增加 2.55 万平方公

里。俄总人口 1.431 亿（截止 2012 年 4 月 1 日），有民族 193 个，其中俄

罗斯族占 77%。是世界上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1990 年 6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代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

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在其境内拥有“绝对主权”。1991 年 8 月，

俄罗斯留学的最佳时机与背景 

 

俄罗斯联邦位于欧亚大陆，面积 1710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45亿, 

地广人稀。年平均气温 1月-9℃，7月 18℃，气候适宜，风景秀丽。公民

素质高，国家普及大学教育，社会福利好，免费医疗。是一个科教大国，

教育质量很高，科研水平雄厚，在尖端科技、医学、军事、教育、文化、

艺术等诸多领域世界领先，造就了很多世界上知名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排

名在世界上前十名的莫斯科大学等多所院校远在中国的北大、清华之上。

俄政府近年加大对教育投资，高校逐年扩招，赴俄留学的外国学生逐年增

加，这正是留学俄罗斯的大好时机。 

中俄两国毗邻，人民世代友好，“中国年”和“俄罗斯年”的活动

加强了友好往来。普京执政以来，社会安定，经济腾飞。习近平总书记就

任以来，中俄两国关系日益紧密，正在掀起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与技术

交流与合作的热潮，这些交往必定需要大量懂得俄语的人才和有俄国文化

教育背景的人才。 

 

https://baike.so.com/doc/2195528.html
https://baike.so.com/doc/8163.html
https://baike.so.com/doc/73753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73753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73753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13230.html
https://baike.so.com/doc/46669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46669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4666958.html


 

 

苏联发生“8·19”事件。9 月 6 日，苏联国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爱

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12 月 8 日，俄罗斯联

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签署《独立国家

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2 月 25 日，俄罗斯苏维埃

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决定，将国家正式名称改为“俄罗斯联

邦”（或俄罗斯）。12 月 26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

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国

家。 

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解体后，最大加盟国俄罗斯正式独立，继承

了苏联的大部分军事力量，综合军事实力居世界第二，拥有世上最大的核

武器库。在“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俄罗斯是有较大影响力的强国，

其军工实力雄厚，特别是航空航天技术，居世界前列。俄罗斯还是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安理会议案拥有一票否决权。除此以

外，俄罗斯还是五个金砖国家之一。 

 

2000 年 5 月 13 日，时任俄罗斯总俄罗斯统普京签署法令，将把俄联

邦 89 个实体（直辖市、共和国、边疆区、自治区、州和自治州）按地域

原则联合成 7 个联邦区，目的是巩固国家统一，强化总统对地方的管理体

制。2014 年 3 月 2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成立克里米亚联邦区，

奥列格·别拉温采夫被任命为俄总统驻克里米亚全权代表。 

 

 

 

 

 

 

 

https://baike.so.com/doc/605542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190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190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190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356351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84085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190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5191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03849.html
https://p1.ssl.qhmsg.com/t01ee2a37904f249c12.jpg
https://baike.so.com/doc/6140581.html
https://baike.so.com/doc/8912167.html


 

 

 

 

 

赴俄罗斯留学的优势 

 

提起“留学”，多数人首先想到欧美等传统留学国，但这些国家每

年至少需要 20万甚至高达 40万元的学费与生活费，这让不少工薪阶层和

收入不高的家庭“望而止步”。而俄罗斯教育部门每年从中国限额选拔部

分优秀高中毕业生赴俄公派留学, 俄政府给与留学生各种优惠待遇及补贴

，该项目具有七大优势： 

1、此项目中部分属公派留学，每年个人仅需固定缴费五万元人民币

就可享受俄罗斯国家预算生指标，五年合计二十五万元人民币（预科一年

+本科四年）；免学费与住宿费；享受俄罗斯政府全额奖学金，每月发给

学生约 40美元；学生在留学期间所支付的费用比在俄正常自费留学至少

降低 50%。 

2、俄院校设有独立和警员守卫的留学生公寓，公寓设备齐全，安全

和舒适。留学生公寓有厨房、厨具和 24小时免费提供管道天然气，可自

己做饭，提高学生自理能力。 

3、俄院校设有外国留学生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和生活指导，如住

宿、医疗和签证等，有专职辅导员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进行指导与管理。

承办方专人办理签证和入学手续，专人接机和送机。 

4、享受俄罗斯公费医疗服务。 

5、在俄落地签证，一次性签四年，解决学习的后顾之忧。 

6、成绩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免学费和住宿费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7、学生假期在俄容易兼职参加工作，月薪可达 800美元。 



 

 

 

 

 

赴俄罗斯留学大有用武之地 

 

1、中俄相互承认学历，俄国学历欧洲各国承认及国际公认。 

2、享受国家公派留学待遇，如档案管理、参加留学生和国际学联举

办的活动、回国学历认证和工作派遣。国家为鼓励和吸引海外留学人

员归国工作，各地区政府在就业、创业、税收、落户、教育、金融、

住房、购车等方面给予各种优惠政策。 

3、小语种，大国家。随着中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技术的紧密合作，

随着老一辈俄语人才的退休，我国俄语领域已出现人才严重断档现象

。既有俄罗斯教育背景又掌握一门专业技能的人才将成为国内市场上

的紧俏人才，回国就业前景广阔。 

4、小班授课，学以致用，确保每一位学生得到精心辅导，侧重国际

导向，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充分挖掘学生自身

潜力，以适应社会多样化发展需要，使学生在快乐中完成学业。 



 

 

 

2017 年俄罗斯招生大学目录 

莫 斯 科 地 区 

1. ＊莫斯科国立大学 

2.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 

3. ＊莫斯科国立列宁师范大学 

4. ＊莫斯科动力大学 

5. 莫斯科国立物理技术学院 

6. 莫斯科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 

招生对象与报名条件 

 

1、家庭有一定经济能力，品德端正、身体健康、无不良记录的应届

或历届高中毕业生。 

2、持身份证、高中毕业证、护照、16张大一寸免冠彩照在国内该

项目的承办单位处报名。 

3、报名时间：4至 6月份。    入学时间：10 至 11月份。 

 

 

俄罗斯的学制 

 

被录取的学生，俄罗斯教育部发给录取公函和院校派遣函。 

学制 5年（预科 1年，本科 4年）。 



 

 

7. ＊国家研究型工艺大学——密西斯 

8. ＊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 

9. 莫斯科公路汽车大学 

10. 莫斯科国立建筑大学 

11. 莫斯科国立交通大学 

12. 莫斯科国立工业大学 

13. 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14. 莫斯科苏里科夫美术学院 

15. 莫斯科普希金语言学院 

16. 谢东诺夫医学院 

圣 彼 得 堡 地 区 

17.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18. 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 

19. 圣彼得堡列宾美院 

20. 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 

 

首都 莫斯科 

 

        莫斯科（Москва）现为俄罗斯联邦首都，是俄罗斯最大的城

市和经济、文化、金融、交通中心。是世界著名古城和欧洲最大的城市。

莫斯科建城于 1147 年，迄今已有 800 余年的历史。莫斯科地处俄罗斯欧

洲部分中部，跨莫斯科河及支流亚乌扎河两岸。莫斯科和伏尔加流域的上

游入口和江河口处相通。莫斯科沿莫斯科河而建，1147 年的莫斯科大公



 

 

时代开始，沙皇俄国至苏联及俄罗斯联邦政权一直担任著国家首都的角

色。 

      莫斯科是俄罗斯科技文化中心，教育设施众多，包括 1433 所普通

教育学校和 84 所高等学校。大学以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学生

2.6 万余）为最著名。科研机构 1000 多所，科学工作者人数达 20 多万。

其中就有俄罗斯科学中心之称的俄罗斯科学院，此外其他 90 多个科学机

构，包括 78 个科研院校以及艺术、医学、教育和农业研究院。另外还有

数目众多的研究所，各种专科院校，博物馆，剧院，图书馆以及这些设施

的分支机构。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是世界第二大图书馆，藏书 3570 万册（1995

年）。每年出 4 万种图书，发行近 3600 种刊物。莫斯科现有 72 个剧院

109 个电影院 31 个音乐厅，78 个博物馆、142 个展览馆。其中莫斯科大

剧院、莫斯科艺术剧院、国家中央木偶剧院、莫斯科国家马戏团、俄罗斯

国家交响乐团享有世界声誉。美术馆中以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特列季

亚科夫画廊以及兵工厂，国立历史博物馆等较为著名。 

 

 

以罗蒙曼诺索夫命名的莫斯科国立大学 

          （11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校，俄罗斯最高学府） 
 

莫斯科大学是俄罗斯最大的教学、科研、文化中心。

老校舍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近旁（现亚非学院，新

闻系及艺术系），新校舍坐落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

成立至今已有 260年的历史，1998年排名世界第 7位。

2014年泰晤士版排名综合性大学第 25位。 

莫斯科大学共有 23 个系，15 个教学和学术中心，11 个科学研究所，

并开设有 44 个高等职业教育专业、180 个研究生专业方向。今天，在莫

斯科大学工作着 4300 多名教授和教师，4800 多名研究员，其中 7800 多

人拥有博士学位，有 167人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8%252525258E%25252525AB%25252525E6%2525252596%25252525AF%25252525E7%25252525A7%2525252591%25252525E5%252525259B%25252525BD%25252525E7%25252525AB%252525258B%25252525E5%25252525A4%25252525A7%25252525E5%25252525AD%2525252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4%25252525BF%2525252584%25252525E7%25252525BD%2525252597%25252525E6%2525252596%25252525AF%25252525E5%252525259B%25252525BD%25252525E7%25252525AB%252525258B%25252525E5%252525259B%25252525BE%25252525E4%25252525B9%25252525A6%25252525E9%25252525A6%25252525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8%252525258E%25252525AB%25252525E6%2525252596%25252525AF%25252525E7%25252525A7%2525252591%25252525E5%25252525A4%25252525A7%25252525E5%2525252589%25252525A7%25252525E9%2525252599%25252525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8%252525258E%25252525AB%25252525E6%2525252596%25252525AF%25252525E7%25252525A7%2525252591%25252525E5%25252525A4%25252525A7%25252525E5%2525252589%25252525A7%25252525E9%2525252599%25252525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8%252525258E%25252525AB%25252525E6%2525252596%25252525AF%25252525E7%25252525A7%2525252591%25252525E5%25252525A4%25252525A7%25252525E5%2525252589%25252525A7%25252525E9%2525252599%25252525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5252525E8%252525258E%25252525AB%25252525E6%2525252596%25252525AF%25252525E7%25252525A7%2525252591%25252525E8%2525252589%25252525BA%25252525E6%252525259C%25252525AF%25252525E5%2525252589%25252525A7%25252525E9%2525252599%25252525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5252525E5%252525259B%25252525BD%25252525E5%25252525AE%25252525B6%25252525E4%25252525B8%25252525AD%25252525E5%25252525A4%25252525AE%25252525E6%252525259C%25252525A8%25252525E5%2525252581%25252525B6%25252525E5%2525252589%25252525A7%25252525E9%2525252599%25252525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5252525E8%252525258E%25252525AB%25252525E6%2525252596%25252525AF%25252525E7%25252525A7%2525252591%25252525E5%252525259B%25252525BD%25252525E5%25252525AE%25252525B6%25252525E9%25252525A9%25252525AC%25252525E6%2525252588%252525258F%25252525E5%252525259B%25252525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5252525E4%25252525BF%2525252584%25252525E7%25252525BD%2525252597%25252525E6%2525252596%25252525AF%25252525E5%252525259B%25252525BD%25252525E5%25252525AE%25252525B6%25252525E4%25252525BA%25252525A4%25252525E5%2525252593%252525258D%25252525E4%25252525B9%2525252590%25252525E5%252525259B%25252525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5252525E4%25252525BF%2525252584%25252525E7%25252525BD%2525252597%25252525E6%2525252596%25252525AF%25252525E5%252525259B%25252525BD%25252525E5%25252525AE%25252525B6%25252525E4%25252525BA%25252525A4%25252525E5%2525252593%252525258D%25252525E4%25252525B9%2525252590%25252525E5%252525259B%25252525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5252525E4%25252525BF%2525252584%25252525E7%25252525BD%2525252597%25252525E6%2525252596%25252525AF%25252525E5%252525259B%25252525BD%25252525E5%25252525AE%25252525B6%25252525E4%25252525BA%25252525A4%25252525E5%2525252593%252525258D%25252525E4%25252525B9%2525252590%25252525E5%252525259B%25252525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6%2525252599%25252525AE%25252525E5%25252525B8%252525258C%25252525E9%2525252587%2525252591%25252525E9%2525252580%25252525A0%25252525E5%252525259E%252525258B%25252525E8%2525252597%252525259D%25252525E8%25252525A1%2525252593%25252525E5%252525258D%252525259A%25252525E7%2525252589%25252525A9%25252525E9%25252525A4%25252525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7%2525252589%25252525B9%25252525E5%2525252588%2525252597%25252525E5%25252525AD%25252525A3%25252525E4%25252525BA%252525259A%25252525E7%25252525A7%2525252591%25252525E5%25252525A4%25252525AB%25252525E7%2525252594%25252525BB%25252525E5%25252525BB%25252525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7%2525252589%25252525B9%25252525E5%2525252588%2525252597%25252525E5%25252525AD%25252525A3%25252525E4%25252525BA%252525259A%25252525E7%25252525A7%2525252591%25252525E5%25252525A4%25252525AB%25252525E7%2525252594%25252525BB%25252525E5%25252525BB%25252525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7%2525252589%25252525B9%25252525E5%2525252588%2525252597%25252525E5%25252525AD%25252525A3%25252525E4%25252525BA%252525259A%25252525E7%25252525A7%2525252591%25252525E5%25252525A4%25252525AB%25252525E7%2525252594%25252525BB%25252525E5%25252525BB%252525258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5252525E5%252525259B%25252525BD%25252525E7%25252525AB%252525258B%25252525E5%252525258E%2525252586%25252525E5%252525258F%25252525B2%25252525E5%252525258D%252525259A%25252525E7%2525252589%25252525A9%25252525E9%25252525A6%2525252586_(%25252525E8%252525258E%25252525AB%25252525E6%2525252596%25252525AF%25252525E7%25252525A7%2525252591)&action=edit&redlink=1


 

 

莫斯科大学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流派，以及与国际教学水平接轨的

现代化的教学方法保证了莫斯科大学的高质量的教学水平。莫大以雄厚的

师资、完善的设备、高质量的教学和高水准的学术享誉世界。莫斯科大学

的科学家们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化学以及其他科学领域所

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无论从学术水平还是从学校影响力来看，莫斯科大学都是无愧于俄国

第一，许多世界知名人士以及俄罗斯政界、科学界的要人都毕业于此。该

校校长的级别相当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教育部部长。另外学校还具有多年教

授外国学生的经验，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从外国学生的实际出发，循

序渐进，最终达到获得与本国学生同等的教育水准。 

院系设置：力学与数学系，计算数学与控制论系，物理系，化学系，

生物系，土壤学系，地质系，地理系，历史系，哲学系，语言文学系，经

济系，法律系，新闻系，心理学系，教育系，社会学系，亚非学院，医学

系以及原子核物理学研究所，天文学研究所，力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

所，科学研究所，亚非关系学院，高等翻译学院等 

学制: 预科 1年或 1年半。本科 4年。硕士 2年 。博士 3年 

官方网页 http://www.msu.ru/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是一所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的著名

公立大学，1961 年由前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创立，原名为卢

蒙巴人民友谊大学。 

现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已经成为俄罗斯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被称为"世界政治家的摇篮"，是一所新兴的以研究国际关系和世界文化为

主的独一无二的国际性大学，为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美国家培养了大量的

各类专业人才，毕业生甚至中包括十几位国家元首、几十位部长大使等。

总共有超过 450 个民族和来自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50000 名外国

http://baike.haosou.com/doc/5412011-5650133.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3457011-3637594.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782738-828179.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4695841-4909957.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708783-750315.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567923-5783082.html
http://www.msu.ru/


 

 

留学生在这所把传统的高等教育和对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充分结合的

大学里接受并完成了高等教育。 

苏联解体后，这所大学加入了不少商业课程，可说是俄罗斯的”长春

藤"大学，排名仅在国立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之后，是俄罗斯综合

排名第三大的大学，师资水平排第二，同时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与莫斯科

国立大学以及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是全俄仅有的三所可以自主设立及自主控

制教学计划的高校。友大的图书馆藏书量超过 200 万册，拥有体育馆、医

院、国际文化中心。该校每年举行各种国际性学术会议，举办各种形式的

世界文化交流活动。该校坐落在莫斯科西南森林公园旁，是俄罗斯最美丽

的地点之一。学校有大学生城，13 幢学生宿舍楼和公寓楼，有完善的体

育文化设施，学生城紧临地铁，30分钟可到达市中心，交通十分便利。 

学校有综合电视中心，学生可以收看到世界各国电视节目。学校医疗

制度完善，每年两次对学生进行常规预防和健康检查。学校有专门的外国

留学生会，经常组织外国留学生参观、旅游和举行各种文化活动。学校有

四个食堂，八个餐厅，每月生活费 200 美元左右，学生宿舍较好，每 3 个

学生一个房间，18 平方米，有单人床、大衣柜、写字台、床上用品，均

由校方提供，每星期换一次被单，有公共沐浴间和厨房，留学生在该校学

习和生活非常优越和方便。 

院系设置：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有 135 个教研室，4 个学院（世界经

济和商业学院；旅游酒店管理学院；外语学院；物理、化学、自动化、计

算机研究院）5 个分校 10 个系（预科系、工程系、物理数学和自然科学

系、农林系、医学系、生态环境环保系、社会人文系、经济系、法律系） 

学制:预科 1年或 1 年半。本科 4年。硕士 2年 。博士 3年 

官方网页 http://www.rudn.ru 

 

莫斯科国立列宁师范大学 

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大学成立于 1872 年 11 月 1 日。其前身

是俄罗斯高等女子学院。1930 年正式更名为国立莫斯科列宁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659.htm


 

 

师范大学。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位于市中心伏龙芝地铁站附近，新教学楼

位于维尔那兹大街。目前莫斯科师范大学有在职教师 1650 人，其中 222

位博士和教授，920 位副博士和讲师。 

在大学工作着巴甫林等 11 位著名的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师范大学为外

国人设有语言培训部，结业后可进入其他各系进行学位学习。 今天莫斯

科国立师范大学是俄罗斯培养师范人才的重要教育中心。在本校就读的大

学生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其毕业后主要在教育领域里，包括学前教育、

高级学校、高等院校方面的学生培养工作，并在此领域里他们都起着主要

领导作用。 

院系设置：外语系、斯拉夫与西欧语言系、俄语与俄罗斯文学系、法

律系、经济管理系、社会学、历史系、绘画系（图画、绘画、装饰艺

术 ）、音乐系（指挥、声乐、纲琴、音乐理论）、 教育学与心理学、学

前教育、物理系、企业管理与工艺学、化学系、数学系、生物化学系、地

理学、体育系  

学制:预科 1年。本科 4年。硕士 2年 。博士 3年 

官方网页  http://мпгу.рф 

 

 

                    莫斯科动力大学 

莫斯科动力学院是前苏联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他成立于

1930 年，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该校是俄罗斯国家高校联盟组

织的一员。在俄罗斯是最重要的动力、电能、电子和信息学大学。莫斯科

动力学院拥有现代化的教学大楼和实验室、宿舍、试验基地和试验工厂。

从 1946 年开始，莫动就开始为外国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目前，有来自 68

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由于在培养工程技术人员方面的成就，

莫斯科动力学院两次得到俄罗斯政府的嘉奖。该校现有九个系二个研究

院。如该校电子、热能、核能、无线机等专业，在世界属领先地位。 

莫斯科动力大学图书馆藏有近 200 万册图书。为学员备有本校各科目

的课本、文摘、教材、讲义等图书，多种俄文、外文工具书、科学类和文

http://�ާ�ԧ�
http://baike.haosou.com/doc/4862142.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2352836.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2195528.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248879.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3648997.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571904.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190052.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512450.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512450.html


 

 

艺书籍，以及俄文和许多外文定期刊物。每个学员均可在图书馆的 8 个阅

览室之一的座位上进行阅读。所有这一切都是免费使用。在笔录室内，学

员可随意的利用各种两国文字的百科全书和专用辞典、工具书等。图书馆

内还藏有答辩合格的论文 5000多份。 

    莫斯科动力大学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热电厂教学中心的院校。从

1995 年开始，该校专门为外国留学生开设英语授课课程，如电脑与信息

工程专业等。 

莫斯科动力大学产生过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萨哈洛夫和切尔林可夫

的照片。同时是也是前国家领导人李鹏，罗马尼亚前总统扬.伊利埃斯库

以及众多国家能源部长，能源公司领导人的母校。莫斯科动力大学与世界

上超过 140 所外国大学有合作关系，也与世界许多著名企业有合作关系，

如：ABB，西门子，施耐德电气，EPRI，斯柯达，三星等。 

院系设置：动力学与机械强度、高效运行机器与技术工程、水利机

械，水利传送与气动传送、锅炉与电抗器制造、涡轮机制造、机器人制造

技术、热能电站、热能电站的水利工程与供暖、自动化工程与生产、企业

经济与管理、飞行设备中的电子仪器、环境工程保护、电力供给、电子工

程装备与系统、电子通讯、工厂内部的电子设施、经营管理（在电能）、

高压电物理工程学、电动能系统与网络、水电站、电动能系统的自动化管

理、应用数学技术和工艺的信息标准、在技术工程中的管理与信息、计算

机，综合知识，系统与网络自动化系统设计、光工程技术与光学原理、微

电子与半导体收音机、光学电子设备及系统电子设备和运用、工业电子、

无线电与电子、无线电技术、家用无线电设备、无线电网络、超低温下的

技术与物理、恒温物理、核电站与安置、莫斯科动力学院人文学-应用科

学分院。 

官方网页：www.mpei.ru 

 

莫斯科国立物理技术学院 

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国立大学）于 1946 年成立，其前

身为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技术系。该校是俄罗斯莫斯科的一

http://baike.haosou.com/doc/5381487.html
http://www.mpei.ru/


 

 

所理工类国立大学，以理论物理，应用物理，应用数学等方面为擅长，常

被称为“俄罗斯的 MIT”。 

学院的创始人分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P.卡皮查、N.谢姆加诺夫和 L.兰

多。学院自成立以来，便利用独创的培养学生的方法—著名的《物理技术

系统》来培养物理学领域的专家。学校共有两个校区，分别位于多尔戈普

鲁德内市和茹科夫斯基市，主校区在多尔戈普鲁德内市。这两个城市均位

于莫斯科州，其中多尔戈普鲁德内市位于莫斯科西北方，而茹科夫斯基市

位于莫斯科东南方。学校共有学生超过 5000 人，学院师资力量雄厚，许

多知名的专家都在该校担任教授，学院教师 90 %以上是教授和副教授，

共有俄罗斯科学院成员 100多名。 

该校现有 11 个系，分别是无线电工程和控制，物理和应用物理，航空

和空间研究，分子和生物物理，物理和量子电子学，气体力学和飞行工

程，应用数学和控制，物理和动力工程问题，创新和高科技，纳米-生物-

信息及认知技术，信息商务系统。其中信息商务系统只提供硕士课程，接

受来自其他学院、院校并拥有学士学位的学生。 

2013年《时代高等教育排行榜》中位列物理科学组世界第 63位 

2010年莫物理大学毕业生安德烈和康斯坦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院系设置 

官方网站：www.mipt.ru 

 

  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 
 

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是俄罗斯最大

的经济学高等教育机构之一，还是欧洲大学协

会的一员。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立经济学院成

立于 1907 年，是俄罗斯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教

育和产业相结全的院校。该学院由 10 个系、多个下属机构和地区性教育

中心组成。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立经济学院为不同的专业提供 20 多门教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505/13645688.htm
http://www.mipt.ru/


 

 

程，并可以为学生在学习期间获取其他专业的资格和证书。学院开设了英

语教学，该院的毕业生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外语并拥有与他们的职业相关的

实际技能。 

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于 2015 年扩大了院校，合并了莫斯科国

立经济信息统计大学，学校实力有了很大提升。莫斯科国立经济统计信息

大学(MESI)建立于 1932 年，学校在培养国内外高级经济统计人才方面拥

有丰富的经验和传统。多年来，莫斯科国立经济统计信息大学以优质的教

学质量和现代化的技术设备逐渐在教育领域方面占据领先地位。莫斯科国

立经济统计信息大学是首个获得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

俄罗斯院校。 

在 CeBIT, Online Educa, eLearnExpo 等其他电子教学方面与世界著

名的 IT 企业、大学一起合作，建立了国际论坛。大学是俄罗斯积极推进

“智能”（Smart）教育方案，并付诸实践的高等院校之一。大学有博士

和博士后课程。除此以外，学校还开设有 1 年的俄语预科课程和进修课

程。学校还跟其他外国高校合作，举办合作办学和开设双学位课程。 

院系设置：工程经济系、日用品工艺及贸易系、经济学及数学系、信

息系、宏观经济系、商务管理系、国际经济关系系、金融和税务系、商务

管理系、市场营销系 

   

      国家研究型工艺大学----密西斯 

       国家研究型工艺大学（简称《密西斯》）建立于 1930 年，它的前身是

莫斯科钢铁合金学院。今天的密西斯已经成为俄罗斯主要的科学与创新中

心，学校配备了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引进现代化技术，为俄罗斯及世界各

大公司和机构培养专业人才。2014 年 2 月，《密西斯》与莫斯科国立矿业

大学合并，成为俄罗斯主要的矿业和冶金专业综合性大学。 

为了提高俄罗斯高校国际竞争力，俄罗斯联邦政府给予 15 所高校国家

补助，以推动其进入世界大学排行榜。2013 年《密西斯》被国家选拔成

为这 15 所主导大学之一，目标在 2020 年，进入世界顶尖大学百强之首。



 

 

《密西斯》的毕业生曾跻身于《福布斯》杂志的百强排行榜。据《CEO》

杂志统计，《密西斯》毕业生的财富进入俄罗斯高校毕业生的前五名。 

从 2007年到 2012年，《密西斯》的校长是该校 1990年的毕业生，《固

态物理》专业的物理和数学科学博士，德米特里·利瓦诺夫先生。2012

年 5 月 21 日，德米特里·利瓦诺夫先生成为俄罗斯联邦科学与教育部部

长。 

     《密西斯》大学的课程获得欧洲工程教育认证组织网的证书（简称

ENAEE）及欧洲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EUR-ACE® Label)的许可。《密西

斯》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中心地带。学校有 8 个学院，超过 40 个系

和 15个配备了独一无二设备的先进实验室。 

    大学有 5 个舒适的学生宿舍，坐落在莫斯科《绿色》区。学校为硕士

生和博士生提供舒适的现代化的公寓。是俄罗斯各个大学中宿舍条件排名

第一的学校。 

所有的大一新生均可入住新装修的房间，房间里配备了全新的家具，

学生们将在这舒适的环境里度过整个大学岁月。除此以外，学生宿舍区还

配备了先进的网络系统，体育馆，室内游泳池，理发店，咖啡馆，食堂，

洗衣房等。宿舍的每一层均有公共厨房。宿舍区附近还有很多商店，大型

购物中心和电影院等等。 

宿舍区有先进的保安系统及警卫监管。每个宿舍楼的入口均有保安看

守，宿舍的进出时间为早上 6 点至凌晨 2 点。所有的宿舍楼都安装了火警

信号系统，走火通道和消防设备。每个宿舍楼都有摄像机监控。 

 

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 

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建立于 1830 年，是俄罗斯

最著名的工科大学，世界闻名。同时也是国家重点科研中

心。中心从事基础科研，实验设计工作，为众多的俄罗斯本土及海外工业

企业做科学技术开发。所有的课程均可以培养俄语授课的外国留学生。对

于不会俄语的外国学生提供预科课程。也为外国留学生提供各种类型和长

短期进修课程。 

如今有 750 名来自世界上 24 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在鲍曼技术大学学



 

 

习。大学位于美丽的莫斯科的老城，紧邻市中心。大学有众多教学楼，其

中有很多著名的十八至二十世纪的建筑。大学有独一无二的图书馆，并拥

有大量展示俄罗斯技术科学史的博物馆，会展中心，运动中心，文化中

心，食堂，小卖部等等。 

大学在众多领域培养各工科专业的本科，硕士，专业，博士，科学博

士生。比如：基础科学，机械制造工艺，特殊机械制造，能源机械制造，

无线电电子学和激光技术，生物医学技术，信息技术和控制系统，工程商

务和管理学，机器人技术和全自动化技术，社会人文科学。 

全球高校网(4ICU)国家高校排名 11，它在俄罗斯的地位类似于清华大

学在中国的地位，同时是获得了欧洲工科大学协会认证的大学。 

院系设置： 特殊机械工程学院；航空工程学院；火箭及太空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学院;仪器工程学院；材料科技工程学院；无线电科技学院；无

线电子及镭射科技学院；资讯及控制系统学院；机器人及复合自动化学

院； 光学工程学院等。 

学制: 

         预科 1年   本科 4年  硕士 2年 博士 3年 

 

 

莫斯科公路汽车大学      

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创建于 1930 年，于 1992 年获得

国立技术大学的资质，是俄罗斯公路交通运输领域的高

等职业教育的最高学府。其任务是为汽车制造及交通运

输、公路与桥梁建筑、筑路机械企业培养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并为现代交

通运输体系人性化智能管理系统输送高素质复合工程技术人才。 

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现有 27 个专业，9 个学科方向，主要专业有：汽

车与汽车企业、公路运行组织、内燃机、起重运输道路建筑机械设备、军

用轮式及履带式车辆、火箭及宇宙飞行器启动装置、公路及机场建设、桥

梁及遂道建筑、运输管理、运输企业经济管理、建筑企业经济管理、生产

自动化、汽车与拖拉机电器系统、零件修复与抗磨工艺与设备、水力设备

与动力、信息处理自动化系统。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现有在校学生 9000

多人，每年可向社会输送大学毕业生 1500 人。在俄罗斯高校按就业率的

排名中占第十一位。道路建筑系的《汽车公路和机场道面》和《公路桥梁

与隧道》大学生的教育质量达国际水平。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师资力量雄

厚，学术氛围浓厚，现在学院有 15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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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的特色是教师本土化，学术氛围浓厚。前苏联科

学家、院士、通讯院士、俄罗斯通讯院士等 17 位著名的俄联邦功勋科技

活动家、工学博士在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工作过，创立了各种学术流派和

学说。现在学院仍有 15 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现任校长是俄罗斯

联邦科学院通讯院士、技术科学博士、教授，多次获政府颁奖和一次总统

教育奖。他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对工科大学的教学法进行研究，在俄罗

斯对提高工科大学教师技能和素质提高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促使俄罗斯

工科高等院校的 111 名教师在 2002 年 2 月完成工科大学的欧洲品质教师

（ING-PAED IGIP）注册，其中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就有 20 人。这说明国

际同行对俄罗斯专家实际工程经验和能力的承认。   

学院教学和实验用教材多是自己学校的教师编写的，只是近几年才从

欧美引进新教材。学生上课用教材不用自己掏钱买，而是到图书馆集体去

借。学院的图书馆藏有大量的专业学术专著、博士论文、科技文献。许多

行业内人士都到此寻找专业资料。 

 

 

莫斯科国立建筑大学 
国立莫斯科建筑大学有 13 个系，9000 多名学生，1100

多名教师，182 名教授，650 名副教授。其中有很多人是俄

罗斯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俄罗斯建筑工程学院院士，

国际信息学院院士，俄罗斯科技活动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国家奖金获得者，国外院校的荣誉教授。是俄罗斯主导大学，并是世界上

大型建筑教育中心之一。 

莫斯科建筑大学的很多专业都通过了国际建筑师协会的认证。到目前为

止，建筑大学共培养了八万多毕业生，很多人在建筑、教育、科研、设计

和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建筑大学不断发扬自己的学术传统，不断开拓

新的科研领域。建筑大学目前拥有 6 个副博士和 10 个博士专业答辩委员

会。1990－2001年共培养了 800名副博士和博士。 

建筑大学有着广泛的国际合作关系，目前与世界上 20 多个国家的 50 多个

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建筑大学主校园和学生公寓位于风景秀丽的

麋鹿森林公园边上。 

学生公寓整洁，管理严格。学生可以在宿舍用厨房做饭，也可在食堂就

餐。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体育馆参加体育锻炼。8

个专业馆每天可以接持 2000 名学生。规模庞大的图书馆供留学生免费使

用。学生假期还可以到设于莫斯科郊处或亚速海的疗养地休息旅游。国立

http://www.baike.com/sowiki/%2525e6%252595%252599%2525e8%252582%2525b2?prd=content_doc_search


 

 

莫斯科建筑大学在教学过程中，广泛推选新的现代化方法授课，大力推广

自动化设计。本校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许多设计，获得国内外的奖状和奖

金。国立莫斯科建筑大学的毕业文凭，是在国内外主导建筑的国营部门和

商业公司获得工作的可靠保障。最近几年，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校开

设了许多新的课门，为建筑遗产修复、建筑系统中的安全、地下和特殊工

程建设、城市环保、使用和修复市内水系统、建材生产环保等。 

大学拥有先进的硬件条件：有良好安保条件和内部设施的宿舍，教学楼，

最新一代的科学技术图书馆，现代化的体育中心，提供各种美食的学生食

堂，疗养基地(在莫斯科州和黑海)，各种旅游项目，学生还有机会参加大

学里面的各种科研和文化活动的机会。 

院系设置: 建筑设计、建筑工程、城市建筑工程、经济学、管理 、应

用机械学、地上交通技术综合体技术系统的管理、技术流程和生产自动、

标准化和测量学、信息学和计算技术、应用数、自然资源使用和水资源利

用、环境安全、化学工艺、国家市政管理、旅馆业。 

 

莫斯科国立交通大学 
莫斯科国立交通大学成立于 1896 年，是俄罗斯最

权威和最著名的高校之一。目前在校生有一万四千多

名，包括本科生，进修生，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

建校以来，学校已经培养出十一万五千多名专业人才，

其中外国毕业生合计三千五百多人，分布在全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工作。从 1951 年开始该校已为中国培养及输送了 112 名

专家和 70名博士研究生。 

莫斯科国立交通大学有 3 个研究院，8 个学院，运输和交通建设科学

研究所，3个系，2 个附中，在俄罗斯 24个地区有 38个分校。 

学校每年为 30000 多名运输和交通建设领域，及其他经济领域的导师

和专家们提供职业技能再培训项目，大大地提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大学的教学职工超过 3350 人，其中有 230 多名的博士后。大学有大

概 30 个学术流派，出版国际认可的学术期刊，如《世界运输》，《科学

和运输技术》和《莫斯科国立交通大学校刊》等。莫斯科国立交通大学是

多个大型国际项目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欧洲理事会的固定成员之一。莫斯

科国立交通大学是一所在教学上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础院校，致力于

铁路运输和交通建设领域的教育，是俄罗斯联邦交通大学协会成员，也是

国际交通大学协会成员。2006，莫斯科国立交通大学成为俄罗斯运输行业

的《国家公共奖》得主。 



 

 

目前在校留学生，进修生和研究生有 180 多人。学校设有 48 个专业:

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标准和认证、投资管理、热能工业、机械设备

制造和工艺改良、机械仪表和组件、火车头、车厢、交通工程道路车辆、

工程与工程道路系统、工程技术领域的安全活动、广告学、组织经营、设

计自动化系统、工业与民用建筑、铁路建设和道路保养、桥梁和隧道交通 

铁路工程的环境保护、金融信贷、会计、世界经济、企业经济管理(建筑

业)、企业经济管理(铁路运输)、营销、房地产管理及策划、商业、经济

实用信息、经济学、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与技术、应用数学与实用信息、

计算机程序设计与自动化系统、自动化设计系统、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系

统、计算技术的软件保护管理、交通运输的管理与运营、计算机系统及网

络、计算机安全、铁路电力供给、铁路电气运输、地铁和地铁维护、技术

系统的信息管理、铁路运输通讯、法律、海关、社会学、心理学。 

学制:学士学位- 4 年，硕士研究生学位-2年。 

 

 

莫斯科工业大学（斯坦金） 
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国立工艺大学（斯坦金）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是俄罗斯最优秀的创新高等院校之一。学

校保留了优良的教育传统，在科学培养、基础教育、实

践与最新信息科学研发领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 

今日的莫斯科国立工艺大学（斯坦金）在俄罗斯的技术类高等院校中

处于领先的位置，为机械制造综合部门培养高素质的工程师和科研专家。

大学拥有独一无二的科研基地，让学生通过实践和使用先进机器和设备的

教学过程中，掌握坚固的知识。 

大学与世界上众多大学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分享先进的高等教育经

验，共同培养高素质人才。大学有超过 60年的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历史，

为超过 40个国家培养优秀的国际人才。 

莫斯科国立工艺大学（斯坦金）坐落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中央区，

宿舍坐落在大学旁边 100米处。 

莫斯科国立工艺大学（斯坦金）现有超过 200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

学校学习。 

学校给所有外国留学生提供宿舍，免费的早餐，体育馆，学生乘车优

惠卡，购买了医疗保险的学生还可享受医疗服务。学校还为每个学生安排

单独的辅导员，协助学生解决大学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本科课程（学习年限：4年）和硕士课程（学习年限：2 年）。俄语

零基础的外国留学生，需在大学预科先学习俄语，预科的学习年限为 6个

月到 2年。 

院系设置：机械工程、机械制造的特殊技术保障、技术领域方面的安

全、 信息学与计算机技术、信息系统和技术、 技术工艺和生产自动

化、 质量管理、 标准化与计量学、 经济学、管理学。 

 

 

 

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创建于 1866 年，是继圣彼得

堡音乐学院之后俄罗斯第二个成立的音乐学院，原名为

莫斯科音乐学院，是俄罗斯举世闻名的音乐教育重镇，

是由杰出钢琴家、指挥家兼音乐推广者尼可莱·鲁宾斯

坦（Nikolay Rubinstein）（1835-1881），于 1866 年 9 月 1 日创立。创

建初期柴可夫斯基在此任教。 

学校设有研究生部，教学研究生奖学金项目，26 个附属部门，音乐教

员有 286 人。授予音乐学位：毕业生、博士学位。一般课程设有作曲、指

挥、民间音乐、音乐理论、歌剧、表演。在乐器方面教授管风琴、打击乐

器、钢琴、弦乐器、管乐器、木管乐器。 

音乐设施：音乐会设备。两个音乐厅；室内音乐会厅，大音乐会厅。

两厅均装备有录音设备。塔涅耶夫音乐图书馆藏书 700000 册，唱片

13000张，磁带录音 6000盘，多数教室装备有音响设备。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是俄罗斯一流的音乐学府，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

很多杰出的音乐家，如，塔涅耶夫、拉赫马尼诺夫、斯科里阿宾、斯维什

尼科夫、吉列尔斯、奥斯特拉赫、里赫杰尔、罗斯特罗颇维奇等。在柴可

夫斯基音乐学院工作着很多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和教育家，如，多林斯基、

梅尔让诺夫、赫林尼科夫、特烈基亚科夫、巴什梅特、那乌莫夫等。 

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学生们获得的是专业的教育，有古典传

统的，也有现今流行的。学生可获得与在大学相近的人文教育，这有助于

他们的音乐活动。在音乐学院有各种专业的创造性的比赛。 

预备系和一年级的每年招生工作在 3 月份及 9 月份进行，9 月 1－10

日开学。必须要通过面试方可录取。主要教学形式-：五年学历硕士学位

制、进修、博士研究生。毕业期满，考试合格，将颁发硕士或博士文凭。 



 

 

 

院系设置：钢琴系、乐队演奏系（弦乐、管乐）、音乐理论-音乐史

系、指挥系（乐队指挥、歌剧和交响乐指挥）、作曲系、声乐系（独唱）、

音乐史和现代音乐艺术系 

申请预科条件： 

       报读条件：年满 18 岁 有高中以上学历或已经完成会考的在读高中

生有音乐基础，提供音乐作品。 

 

 

 

 

         莫斯科苏里科夫美术学院       
 莫斯科苏里科夫美术学院在表现艺术领域是当今俄罗

斯首屈一指的学院，它继承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俄罗斯

人文美术文化传统。1939 年格拉巴利创立了莫斯科国立美

院，1948 年以苏里科夫命名。目前学院分为绘画、雕塑、

艺术理论和历史系。表现艺术的大师---俄罗斯艺术研究院的院士，俄罗

斯功勋美术家从事教学等。教学班级每班 5-7 人。美术学院为学生确定了

以下的学习方式：工作室、教室、博物馆里的实际操作、授课、讲习班和

课堂讨论；学习临摹和绘画创作；教师辅导和学生独立工作;实验室工

作、年级设计和毕业创作。 

  院系设置：绘画系（此系为学院规模最大的系，在此系学习有 200 多

学生，各个历史时期的俄罗斯及世界艺术史上的知名画家在系内执教，例

如，格拉巴里，科林，格拉西莫夫，莫恰得斯基，刘普拉科夫、格里扎

依、伦金。此系的许多毕业成为现代俄罗斯艺术界知名画家，系有四人画

架艺术室，两个雕塑室，一个戏剧一舞台工作室。） 

   版画系（在各个时期系里工作过著名的画家和教育者，例：马渥乐、

切列莫涅赫、法沃尔斯基、基波里克、巴诺马列夫。培养未来的艺术家，

除了教授绘画，还有研究，有系里有三个创作室：版画、宣传画、书籍插

图。许多毕业生受到知名画家和教育者的教育后已留校任教。） 

    雕塑系（俄罗斯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过去和现在为培养专业雕塑家起

了重要作用，俄罗斯知名画家有各个历史时期执教。响誉世界的艺术家

如：马尼泽尔、托姆斯基、德列维、帕布林等曾经主持系里的工作。今天

他们的学生，继承了艺术大师的传统，继续在系里执教。） 

    美术理论和历史系（系里培养美术界理论和历史专家，美术馆各展览

古董领域工作者。）  



 

 

  

    申请预科条件：年满 18 岁，有高中以上学历或已经完成会考的在读

高中生。 

      有绘画基础，提供美术作品 （素描、色彩各 2幅）。 

 

 

 

 

 

 

莫斯科普希金语言学院 

 

俄罗斯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是一所从事对外俄语教学与科研的专业

院校，始建于 1967 年，1974年转制为独立的教学与科研院校。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普院已成为俄罗斯对外俄语教学与科研的主要基地和中心。

该校拥有教师 150人，其中多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34名教

授拥有科学博士学位，100多名教授具有博士学位。 

学院下设 2个系和 1个研究生部。 

本科生系， 主要从事对外俄语基础教学，学生多为来自世界各国的大

学生、插班生、语言预科生等。 

进修系，主要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普通访问学者和高级访问学者进

修，提高语言和专业水准。访问学者可按自身实际情况选择进修方式。 

研究生部主要从事博士生和科学博士生的培养与管理工作。 

学院的基本教学单位是教研室： 专业俄语实践教研室；非专业俄语实

践教研室；人文专业俄语实践教研室；俄语进修与提高教研室；教学法与

心理学教研室；国情教研室；现代俄语教研室；函授教研室等。 

学院在基础俄语教学中以实践俄语见长， 拥有语音、语法、词汇等方

面的雄厚师资力量。 科研方面，学院拥有著名的语言国情、实用语义

学、交际语言学、修辞学及教学法方面的知名专家。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63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63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6392.htm


 

 

针对对外俄语教学的特点，学院编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和教学参考

书。为培养高素质的俄语人才，学院配备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仪器。设

有图书馆、阅览室，生活区域内有食堂、小商店、室内健身房等服务设

施。 

 

 

 

 

 

 

 

 

     莫斯科谢东诺夫医学院 

莫斯科谢东诺夫医学院，又称莫斯科第一国立医科大学，其前身是创

建于 1758 年的莫斯科国立大学医学系，1930 为成为一所独立的医科学

校，称为莫斯科第一医学院。从 1990 年起，医学院被冠以俄罗斯著名医

学家、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I.M.谢东诺夫的名字，成为今天的莫斯科谢

东诺夫医学院。 

谢东诺夫医学院的历史和俄罗斯医学保健科学和医学教育的发展密切

相关，这里是大多数俄罗斯医学学校、科研协会的发祥地，在这里出版印

刷了俄罗斯第一册医学杂志和第一本医学教材。今天的谢东诺夫医学院是

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医学和药剂学专业教学和科研基地。大学开设有 14 个

系、160 个教研室、61 间实验室、5 所科学研究院。谢东诺夫医学院为学

生提供 4-6 年的本科教育。学院任教老师中 600 余人为博士，1000 余人

为副博士，100 位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和教育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60 人

获俄联邦荣誉科学工作者称号，56 人获得俄联邦荣誉医生和荣誉健康保

健工作者，88人获得俄联邦政府奖金，191人为国际科学院成员 

谢东诺夫医学院是国际大学协会成员，学院和美国、德国、挪威、荷

兰等过都有密切的合作，每年的教师互访超过 400 人，同时也积极开展学

生的交换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每年的各类大赛的奖杯、排行榜

中的前列位置都证明了学院的国际威望。 

大学设有主要六个主要科系：临床系，医学预防系，药学系，口腔

系，儿科系，保健管理系。 

学制：临床 6年，口腔 5年，药学 5年。 



 

 

 

 

 

 

 

 

 

 

 

 

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是列宁格勒州的首

府，位于俄罗斯西北部，波罗的海沿岸，全市人口超过 487 万。在沙俄时

期曾为俄罗斯首都，现今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仅次于拥有超过 1,000 万

人口的莫斯科(2012 年)。圣彼得堡是欧洲主要文化中心之一，也是俄罗

斯在波罗的海的重要港口。 

圣彼得堡经常被称为俄罗斯最西方化的城市。圣彼得堡和历史中心古

迹群构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圣彼得堡也是冬宫的所在地，它

是世界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许多外国领事馆、跨国公司、银行和其他

业务据点均位于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位于芬兰湾的最入处，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根据地，也是俄罗

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唯一军港。随着圣彼得堡市的建造，人工运河在市内

纵横交错，这些运河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开凿，以舒缓因芬兰湾水浅

而倒灌进入圣彼得堡的海水。圣彼得堡共有 42 个小岛，由 423 座桥梁连

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5%2525252588%2525252597%25252525E5%25252525AE%2525252581%25252525E6%25252525A0%25252525BC%25252525E5%252525258B%2525252592%25252525E5%25252525B7%25252525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9%25252525A6%2525252596%25252525E5%25252525BA%25252525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9%25252525A6%2525252596%25252525E5%25252525BA%25252525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9%25252525A6%2525252596%25252525E5%25252525BA%25252525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6%25252525B3%25252525A2%25252525E7%25252525BD%2525252597%25252525E7%252525259A%2525252584%25252525E6%25252525B5%2525252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4%25252525BF%2525252584%25252525E7%25252525BD%2525252597%25252525E6%2525252596%25252525AF%25252525E5%25252525B8%252525259D%25252525E5%252525259B%25252525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9%25252525A6%2525252596%25252525E9%2525252583%25252525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8%252525258E%25252525AB%25252525E6%2525252596%25252525AF%25252525E7%25252525A7%25252525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6%25252525B3%25252525A2%25252525E7%25252525BE%2525252585%25252525E7%252525259A%2525252584%25252525E6%25252525B5%2525252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8%2525252581%25252525AF%25252525E5%2525252590%2525252588%25252525E5%252525259C%2525252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4%25252525B8%2525252596%25252525E7%2525252595%252525258C%25252525E9%2525252581%25252525BA%25252525E7%2525252594%25252525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5%2525252586%25252525AC%25252525E5%25252525AE%25252525A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5252525E5%25252525A4%2525252596%25252525E5%252525259C%252525258B%25252525E9%25252525A0%2525252598%25252525E4%25252525BA%252525258B%25252525E9%25252525A4%25252525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8%25252525B7%25252525A8%25252525E5%252525259C%252525258B%25252525E5%2525252585%25252525AC%25252525E5%252525258F%2525252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9%252525258A%2525252580%25252525E8%25252525A1%2525252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8%252525258A%25252525AC%25252525E8%2525252598%25252525AD%25252525E7%2525252581%25252525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6%25252525B3%25252525A2%25252525E7%25252525BE%2525252585%25252525E7%252525259A%2525252584%25252525E6%25252525B5%25252525B7%25252525E8%2525252589%25252525A6%25252525E9%252525259A%25252525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6%25252525B3%25252525A2%25252525E7%25252525BE%2525252585%25252525E7%252525259A%2525252584%25252525E6%25252525B5%2525252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9%2525252581%252525258B%25252525E6%25252525B2%25252525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5%252525258F%25252525B6%25252525E5%252525258D%25252525A1%25252525E6%252525258D%25252525B7%25252525E7%2525252590%25252525B3%25252525E5%25252525A8%252525259C%25252525E4%25252525BA%252525258C%25252525E4%25252525B8%2525252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8%252525258A%25252525AC%25252525E8%2525252598%25252525AD%25252525E7%2525252581%25252525A3


 

 

圣彼得堡为温带大陆性湿润气候。圣彼得堡 7 月平均高温为 23 度，

冬季平均低温为 5.8 度。市区的涅瓦河通常在 11 月至 12 月冻结，在 4 月

解冻。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重要的国际贸易门户，专门从事石油、天然气、造

船、金融、工业、航空太空业、广播和电子产品、软件和计算机、机械制

造、重型机械、运输（包含坦克及其他军事装备）、矿业、设备制造、金

属冶炼、化学品、药品、医疗器械、出版印刷业、食品、餐饮、批发零

售、纺织和服饰等诸多行业。 

圣彼得堡有三个大型货运港口：圣彼得堡港、喀琅施塔得港和罗蒙诺

索夫港。涅瓦河两岸的复杂系统与海港相通，使圣彼得堡成为波罗的海枢

纽，俄罗斯其他地区借由伏尔加─波罗的海水路可以抵达波罗的海。 

圣彼得堡市的教育已有近 300 年的发展历史，具有良好的传统和极高

的国际声誉，被称作俄罗斯“教育之都”。目前，圣市居民中受过高等教

育的占 51%，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占 28%，受过中等以下教育的占 21%。 

圣市现有学前教育机构 1190 个，每年接收约 13 万孩子；中等教育机

构 766 个，其中包括 696 所国立中学和 70 所私立中学，在校生 40.2 万

人；高等院校 93 所，其中包括 53 所国立高校和 40 所私立高校，在校生

36万人，每年约 5 万毕业生。另外还有 18所军事院校。 

圣彼得堡作为俄罗斯的教育中心，全市拥有各类高等学府 80 多座和

一些欧美办的大学，其中有世界著名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2013QS 世界

大学最新排名 201-300 段第 53 位）、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加里宁工

程学院，50 年代大量中国学生在此留学）、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圣彼

得堡国立精密机械和光学学院、圣彼得堡电工大学和门捷列夫工作过的圣

彼得堡国立工艺学院等一大批历史悠久的大学。在众多的学校中，尤其是

艺术类院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如它的美术、音乐和芭蕾舞，列宾美术学

院是世界四大美术学院之一，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与奥地利维也纳音乐

学院齐名，芭蕾舞更是世界首位。在圣彼得堡仅国立的艺术院校就有 8

所，这些艺术院校和美丽的城市，使圣彼得堡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艺术之

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6%25252525B8%25252525A9%25252525E5%25252525B8%25252525A6%25252525E5%25252525A4%25252525A7%25252525E9%2525252599%2525252586%25252525E6%2525252580%25252525A7%25252525E6%25252525B9%25252525BF%25252525E6%25252525B6%25252525A6%25252525E6%25252525B0%2525252594%25252525E5%2525252580%2525252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7%252525259F%25252525B3%25252525E6%25252525B2%25252525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5%25252525A4%25252525A9%25252525E7%2525252584%25252525B6%25252525E6%25252525B0%25252525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9%2525252587%2525252591%25252525E8%252525259E%25252525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5%25252525B7%25252525A5%25252525E6%25252525A5%25252525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8%2525252588%25252525AA%25252525E7%25252525A9%25252525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5%252525259D%25252525A6%25252525E5%2525252585%2525252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8%25252525BB%252525258D%25252525E4%25252525BA%2525252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7%25252525A4%25252525A6%25252525E6%25252525A5%25252525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9%2525252587%2525252591%25252525E5%25252525B1%2525252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9%2525252587%2525252591%25252525E5%25252525B1%2525252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9%2525252587%2525252591%25252525E5%25252525B1%2525252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E9%25252525A3%252525259F%25252525E5%2525252593%252525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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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还是俄罗斯重要的医学研究教育基地，它有欧洲十大著名医

科大学之一的巴甫洛夫医科大学和米奇尼科夫医学院，世界唯一的儿科医

学院，圣彼得堡大学医学系，药剂学院等一批俄罗斯优秀的医科大学。当

地还有几十所医学研究院和科学院。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8 人曾获得诺贝尔奖。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均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世界著名综合类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建校时称

圣彼得堡大学，后改名为国立列宁格勒大学。1991 年 2

月苏联解体后又改为现名，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俄罗

斯现任总理普京，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就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法律

系，另有大量政府高级官员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坐落在涅瓦河北岸与冬宫遥相对应，1724 年创建，是俄罗斯最早建立的

大学之一，比莫斯科大学早 32 年，是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也是俄罗斯教

育、科学和文化中心之一。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还设有许多著名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化

设施，其中以门捷列夫博物馆及学术档案馆、高尔基图书馆和地质系矿物

教研室的矿物陈列馆的藏品最为丰富和富有价值。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现有

各类在校大学生近两万人，研究生 1500 多人，外国留学生 1000 多人。教

职工逾万人，其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12 人，博士 400 余人，副博士 1000

多人，教授 260余人，副教授接近 800人。  

圣彼得堡大学在俄罗斯联邦内部有着特殊的地位，是俄罗斯仅有的两

所拥有独立自治权的大学之一（另一所为莫斯科大学）。如今她已成为俄

罗斯最主要的科学及教育中心之一，为第一流的名校。 

圣彼得堡大学有 20 个宿舍楼，分别座落在圣大的两个教学区——彼得

宫和瓦希里岛。 

彼得宫宿舍包括圣彼得堡大学的 13 个宿舍楼以及圣大的文化科学馆。

宿舍占地面积 10.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1.5 万平方米，可容纳 7500 人

住宿。宿舍里包括学生日常生活的一切设施。在宿舍区内还开有商店、药

店、美发店、网吧、疗养院、桑拿、3 个咖啡屋、洗衣房、3 个运动场、

停车场。每一个宿舍楼都有学习室。整个宿舍区都设有保安值勤。 

宿舍有 24 小时保安，室内环境非常好，定期更换床单被罩等等。宿舍

周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超级市场，宿舍对面有小巴车站直接到圣彼得堡最大



 

 

的超市，路程大概 10 分钟。学生入学要交纳医疗保险，有效期 12 个月，

医生可以上门看病。 

 

 

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 
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建于 1899年，苏联时期叫加里

宁工学院，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理工学界大

学中的佼佼者。 

如今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已成为俄罗斯顶级技术类大学，也是俄罗斯最

负盛名的教育科研中心之一。该校在俄罗斯教育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该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理工科为主的综

合大学，直接受管于俄罗斯高等教育国家委员会。 

技术大学是俄罗斯技术类大学中的顶峰级别的大学。是俄罗斯历史悠

久的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是俄罗斯最好的理工科大学，是世界级著

名的大学。是世界著名的化学、化学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控制论

与技术的科研中心、也是俄罗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教育中心。 

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建于 1899年，当时名为"彼得大帝皇家工学院

"。苏联时期改称加里宁工学院。该校是俄罗斯历史悠久的理工科为主的

综合性大学，是俄罗斯最好的理工科大学之一。该校已与世界上几十个国

家近百所著名大学建立了平等合作关系，包括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德

克萨斯州立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德国的汉堡大学和中国的西北工

业大学大学。 

该校有 82名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400名教授，1500名副教授，

18000多学生和 1500 多外国留学生。今天的技术大学是俄罗斯技术类大

学中的顶峰级别的大学。 

学校下设的 18个系院为：国际教育学院、民用工程系、电力工程系、

能源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物理和机械工程系、材料工艺和研究系、经济

和管理系、控制技术系、无线电物理科学和工程系、物理科学和工程系、

医学物理和生物工程系、无线电电子工程系、俄罗斯美国管理类研究生学

校、智力系统和制造工艺学院、科学强化工程师中心、国立俄罗斯科学中

心该院是针对外国留学生设立的预科教育学院。自 1965 年以来，已经培

养了来自 90多个国家的上万名外国留学生。留学生在读完预科后即升入

相应大学的相应专业学习。 

 



 

 

          列宾美术学院 
美丽的世界文化名城俄罗斯圣彼得堡，碧蓝的涅瓦河水

冲刷着瓦西里岛的花岗石提岸。两个多世纪的漫长岁

月，河滨码头的司芬克斯雕像静静地守护着一栋三层高

的米黄色楼房。大楼正门上方四根巨大的希腊式廊柱

间，屹立着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赫尔库列斯和百花与青春女神芙罗拉的大

理石塑像。门楣上刻着以行简短的题词“献给自由的艺术--1765年”。

这就是享誉全球的俄罗斯高等艺术学府--国立圣彼得堡列宾绘画、雕塑、

建筑艺术学院，简称“列宾美院”。与巴黎的中央美术学院一样是世界著

名的四大美术学院之一的列宾美院，主要培养大师级的美术人才。从该校

学院毕业的学生均有较高的油画、风景画、绘画、雕刻、建筑设计、艺术

鉴赏等艺术专长。我国中央美术学院中有不少专家和讲师教授是从该校毕

业的，该校在世界有较广泛的知名度。学院的教学内容以教育计划和科目

所确定。在实施这些计划的过程中，以教授指导和个人工作室为主。这些

教授大部分是有名的美术家，大多数是美术科学院的院士和通讯院士。美

术学院为学生营造了独一无二的学习环境，包括工作室，教室，博物馆里

的实际操作练习，授课，讲习班和课堂讨论；学习临摹和绘画创作；教师

辅导和学生独立工作；实验室工作，年级设计和毕业创作。学习时间安排

为，一个学年两个学期，每个学期学 14、15周，外出写生 7-10周。寒、

暑假放假 7-10周。每学年两次考试。学生在校学习，每节课 45分钟，学

生每天在学校学习 9个小时，其中 6小时听课和实际练习，3个小时独立

自习。有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艺术理论课，所有班级同学听大课。根据每个

专业的学习方向，也有专门的课程。学生通过考试验测自己所掌握的知

识。学校组织年级学生作品展览和学生写生作品展览，这些展览得到学校

领导和教员的重视。他们研究这些作品，发现天才，因人施教。完成全部

课程的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毕业作品。并根据其毕业作品的成就，

决定是否得到毕业证。在毕业证的附件中，有证明他学习了什么课程，学

习了多少课时，获得什么成就。如果学生的毕业作品得到 5分，并且在其

全部学习期间 75%的课程是 5分，没有 3分，他会得到优秀毕业证。该生

就有资格，根据国际鉴定委员会和大学科学理事会的推荐，得到国家美术

科学院颁发的金奖或银奖。获得金奖和这个主席团介绍的学生，可以出国

作访问学者，深造自己。列宾美院的毕业生可以得到画家、剧院美工师、

文物修复师、版画家、雕塑家、建筑艺术家、文艺学家等资格证书。绘画

系：是美术学院最大的系，他们有这样的制度：学生在第二年级毕业后，

就进入个人工作室。但在列宾美术学院的古画修复系和宗教画系以及戏剧

美术系都是在第一年毕业后就开始接受学生进入工作室工作。每个学年的



 

 

夏季，学生们实习到外地写生。列宾美术学院第一年级的学生去普希金

山，第二年级去鲁布嘎(在格里布半岛，黑海边)。那里有属于大学的实习

基地。绘画系三年级学生的实习，在艾尔米塔日博物馆(冬宫)、俄罗斯美

术博物馆，他们临摹著名画作。 

 

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 

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圣彼得堡)，又名赫尔岑大

学，创立于 1797 年，已经有 200 多年的历史，是世

界著名的师范大学，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也是

唯一冠有俄罗斯国家名称的师范大学。 

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以下简称“俄师”）建于 1797年，又称赫尔

岑大学，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中心，是沙皇俄国政府在圣彼得堡大学

（1724年）和莫斯科大学（1755年）之后建立的第三所高等院校。现在

俄师已经成为俄罗斯最主要的科研、教育、文化中心，在整个俄语国家的

师范类大学排行榜中一直处于第一的位置，在欧美的教育界也有一定的地

位，同时我国很多知名大学的在职教师每年都会由政府公派到俄师进修。

1998年，被俄罗斯政府授予“国家文化遗产”称号（获此称号的还有莫

斯科大学和鲍曼技术大学）。俄师在教育领域几乎所有的学科中都有着较

高的研究水平。 

俄师已经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学校和我国多

所重点大学合作，为在职教师提供更高水平的职业培训。有中国、美国、

英国、法国、德国、芬兰、挪威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和大学和科学中心与

师范大学合作。每年有超过 500名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前来学习。俄罗斯国

立师范大学的心理学专业是世界强项，也是我国目前缺乏的学科。在

110000名毕业生中有大量的前苏联、俄罗斯英雄，劳动英雄，有超过

2000名的荣誉教师，活动家，文化工作人员。 

如今俄师开设有 20 个系、100个教研室、7所教育学院、3所科学研

究院、以及历史、地理、生物博物馆，其图书馆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大学

图书馆之一。在职教师中包括 300余位博士，700余位副博士。 

学校目前设有 18个主要科系，主要专业设置如下：俄语系，生命安

全系，数学系，生物系，地理系，造型艺术系，外语系，校正教育系，音

乐系，心理教育系，社会学系，管理系，物理系，化学系，语言系，经济

系，法律系，信息技术系等。 

预科开学时间：每年的 9月-10月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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