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导与使命



系行政管理

叶莲娜·维切斯拉沃夫娜·哈利波娃
系主任, 教授，法学博⼠士，社会学博⼠士 

 

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施维特科伊 

系学术导师,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国际文化合作特别代
表，教授，艺术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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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系是培养文化，艺术，体育和制片领域高
素质专业人才的先进中心。 
 
我们的课程将基础的大学培训与创新的现
代教学方法相结合。 
 
在我们的毕业生面前，文化，体育，电影和
电视领域中最著名的大公司的大⻔门正在为你
们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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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课程



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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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片 
学习时间：6年，全日制，教学使用语
言：俄语和英语 
研究⽅方向：«表演艺术制作人»和«电影
与电视制作⼈人» 

• 管理 
学⼠士学位，学习时间4年，全日制，教
学使用语言：俄语和英语 
方向：«文化管理» «体育管理理» «博物馆
与美术馆管理»

• 管理 
硕⼠士学位，学习时间2年，全日制，教
学使用语言：俄语和英语； 
方向：«文化管理» «体育管理理» «博物馆
与美术馆管理»，«政治和社会文化项目的
管理» «博物馆管理与中国，韩国及日本
艺术» 

• 博士 
学习时间3年，全日制 
«文化学»，专业 “文化理论与历史” 
«政治学与区域学»， 专业“政治学与思
想体系”



入学考试

制片:  
考试内容：文学和俄语（⽹网上口试）. 
 
管理（学士）: 
考试内容：数学和俄语（⽹网上⼝口试）. 
 
管理（硕士）: 
考试内容：管理学（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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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与电视节⽬目制作”

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媒体
控股公司”的联合教学项目
 
该项⽬目是在KIT集团公司，NTV频道
和其他控股公司的⽀支持下实施的，
并且“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媒
体控股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直接参与
教学过程。 该计划包括专⻔门的讲
座和实践课程，旨在培养和发展影
视⾏行行业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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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E.V.哈利波娃教授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媒体控股公司”
董事会主席D.N.切尔尼申科（自2020年1月起-俄罗斯联邦副总理）



语⾔言

一 些专业学科使用英语授
课。对于外国学生，还开设
有俄语课程。 本系提供对英语
和意大利语以及日语或韩语的
加深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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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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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史, 

管理学中的数学方法,  

 组织冲突理理论, 

投资,  

俄语与语言文化,  

文化机构的管理,  

哲学,  

政治营销, 

国家⽹网络管理理的现代技术, 

创意经济和旅游业开发技术, 

音乐管理, 

⻢马戏团制作,  

营销学,  

品牌营销,  

舞台设备和技术,  

组织⾏行行为学, 

 艺术节管理理,  

业务⽂文书与礼仪, 

 政治管理的数字化,  
国家政策制定机制等.



硕⼠士课程“政治和社会文化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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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营销； 

国家⽹网络管理理的现代技术； 

政治治理的数字化； 

国家政策制定机制; 

社会文化规划和区域品牌塑造; 

创意经济和旅游业开发技术; 

数字⽂文化与区域营销.



实习地点



我们的实习

学⽣生实习地点: 
 
— 在40家剧院中：莫斯科大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在小布罗纳亚剧院
等。 
—  在14个俄罗斯主要博物馆和展览馆中：历史博物馆，东⽅方博物馆，
巴赫鲁申国家中央戏剧博物馆，特列列季亚科夫美术馆等。 
— 在许多体育部⻔门和组织中：俄罗斯体育部，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卢日
尼基体育场等。 
— 以及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电视台的主要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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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6



来⾃自同学的⼼心声



刘煊, 研⼀一在读

我很喜欢我们系，我们系的很
多老师都幽默⻛风趣。系里面的学
习氛围很好。同学们有困难会
相互帮助。在系庆以及其他一些
重大节日的时候，会举行各种
活动。师资力量很好，老师们
上课都很认真。还有一件很有
意思的事情：我们系应该是莫大
所有系里面名称最⻓长的一个系，
如果想在莫大官⽹网找到我们系，
找名称最⻓长的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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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海燕, 研⼀一在读

我们系老师对外国学生特别友好，很有耐
心，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去请教老
师，老师会很热心的给你解答。我们系的
师资力量特别强大，比如有俄罗斯前文化
部的部⻓长，在他的课上真的能学到很多东
西。同学们也非常热情，很有学习氛围。
在我们系你不仅能学习到很多关于文化、
文学、音乐、剧院方面的知识，还可以学
到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平时还会有专
家来系里开讲座，系里也会举办一些宣传
各国文化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你可以了解
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开阔视野。关于回国
就业的话，可以进一些文化公司，博物
馆，图书馆之类的单位。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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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晨 , 研⼀一在读

外办认真亲切，老师负责友
好，讲座展会丰富，活动聚会高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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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国立大学文化政策与管理学院致力于培训文化、艺术、体
育和电视领域专业管理人员和制作人，我院毕业生可以在文
化、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担任经理、制片人、领导者等工作，
并在演艺界、造型业、设计领域实现自我。学院的教育计划使
学生们能够接受基础专业培训，并成为文化或体育管理领域的
高素质专家。作为一名毕业生，回顾在文化政策与管理学院学
习生活的两年时光，我感到非常充实与快乐。学院给我们安排
了丰富的专业课程，包括俄语、剧院文化、文化法律、财务管理
等等。与中国高校的教育模式不一样，我们学院鼓励学生开阔
眼界，更加注重展示学生的个性与能力。在课外还会安排很多
有趣的实践活动，寓教于乐，比如观看⻢马戏表演、参观⻢马戏培
训学校、参观博物馆剧院等等。我们开展了中国文化节、参加
契诃夫戏剧节工作，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并让俄罗斯学生
与中国学生更好地进行思想交流。在文化政策与管理学院，老
师们都非常亲切友好，学生们也都很积极优秀，能在这里学
习是一件非常幸运又幸福的事情，如果你也想度过愉快的留学
时光，欢迎加入我们文化政策与管理学院的大家庭！

 蔡阳, 研⼆二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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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伟仪, 研⼆二在读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院系，因为我们有非常友善，认真和负责
人的老师与领导。 

   当我们第⼀一次来到莫斯科，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很陌
⽣生，不不了了解莫斯科，更更对俄语⼀一⽆无所知。⽼老老师们热情欢
迎我们的到来，并且耐⼼心的教导和帮助我们。这些起初
都是很困难的，然⽽而他们永远都那么友善。 

   我们很快就要毕业了，可能有些人会继续在МГУ读博
⼠士，⽽而有些⼈人会回到中国开始⼯工作，但是我们永远不不会
忘记与我们相遇的⽼老老师们和领导们，永远铭记我们的院
系和我们曾经上过课的教学楼。 

   从最初我们连字⺟母都不不认识，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
⾃自⼰己独⽴立⽤用俄语写⽂文章了了，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我
们爱俄罗斯，爱俄语，更更爱我们的⽼老老师们和领导们。 

   感激老师们的辛勤教导，你们不仅是我们的良师，更是我
们的益友！愿各位老师领导们前程似锦，一帆⻛风顺！

22



大学生活



我们创造！

我们的学生制作各种视频，并参加各种视频表演，参加KVN比
赛和系戏剧工作室的表演，绘画，唱歌，跳舞，写音乐，演奏各
种乐器。

24



我们运动！

我们的学生作为大学橄榄球队的一员，以及作为莫斯科国立大
学校队的篮球，冰球，古典和自由式摔跤的一员，积极参与大
学的体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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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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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与！

作为志愿者，中国学生参加了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第二十三届大会，第十四届国际契诃夫戏剧
节，莫斯科城市论坛，莫斯科中国节，中俄商业

论坛“数字经济-无国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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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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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节



“绽放·中国”

从2019年5月至11月，本系举办了中国节“绽放·中国”，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和中俄建交。 文化节的组织和同名展览由我们来自中国的学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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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中国”展

在艺术节框架内，2019年5月，“绽放·中国”展览的开幕式由中国驻俄罗
斯大使馆文化参赞龚佳佳女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文化处二
秘参加。 展览向学生介绍了民族传统和中国文化-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
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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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节活动

艺术节参观者能够感受到国家的精神和氛围-他们从中国的精神文
化中了解了很多游戏传统，并加深了对中国建筑，烹饪传统和传统音

乐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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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中国”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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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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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中国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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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规则



需提交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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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填写的录取申请表上传到webanketa.msu.ru⽹网站上。 

2.经公证的教育⽂文件副本，包括毕业证，学位证书，所学科⽬目及分数（学历学位⽂文件
必须按照以下清单在所在国家/地区进行认证）

•报考学⼠士学位（BSс/ BA），专业学位的：高中毕业证，相当于俄罗斯中等（完整）
教育证书；

•报考硕⼠士学位（MSс/ MA）的：学士学位证书或专业文凭证书；
•报考博⼠士学位的：硕⼠士学位或专业⽂文凭证书。

3. 毕业证，学位证及在学期间的课程及分数翻译成俄语并公证。 

4. 护照/身份证前两⻚页的扫描件。
5. 护照/身份证前两⻚页翻译的公证件。
6.3x4数字格式的正式照⽚片。



录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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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文件的俄⽂文翻译必须由俄罗斯联邦的公证⼈人或⽂文件发⾏行行国的俄罗斯联邦领事
馆或使馆认证。 

— 国外提交的录取⽂文件原件，必须在到达莫斯科学习的第⼀一年年内，亲⾃自交给系招⽣生
委员会。 

考试日期 

—  报考本科⽣生和专业学位课程的在线⼊入学考试⽇日期为2020年6月20日至7月26日。 

— 报考硕⼠士学位的考试⽇日期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中央招⽣生委员会规定的期限内进⾏行行。 
— 2020年8月额外安排一次接收文件和入学考试的时间。

— 报考硕⼠士学位的⼊入学考试将进⾏行行“管理”科目的考试（笔试，在线）。 



文件接收日期

39

— 2020年6月15日至7月7日，接收报考本科生和专业
学位考生的文件 

—2020年6月15日至7月20日，接收报考硕士学位考生
的文件






